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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編列 10 個中藥用藥安全活動教案與新住民衛教文宣為目標。專家會
議建議教案設計與宣導活動應依據對象、場地、時間及設備等多樣性因素，擬定
社區民眾版及長青學苑(社區大學)版等二種類型教案，以符合藥師針對不同對象
編輯實際宣導所需之教案內容，提升宣導效果。中醫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針對
社區老人、婦女及新住民婦女舉辦 20 場(25 人/場)以上，由藥師宣導教育正確中
醫藥相關資訊，強化參與民眾具備基本正確的常識，提升自我用藥安全，並將正
確中醫藥用藥安全資訊擴散，以協助親友安全用藥，避免發生不良事件。
民眾宣導學習成效評估前測回收 731 份，後測回收 1537 份，認知問題答題
正確率前測平均 70.2%，後測評估問題平均正確率 92.6%，認知概念正確率平均
提升 22.4%。而有關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念與原則的前測正確率平均低於
55.0%。其中以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39.7%最低。經由教育宣
導活動的後測選填正確率都有明顯提高，但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
用」僅有 67.1%，可能與中醫藥司提出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年度與推展宣
導時間有關係，而其他有關用藥「五問、五不」原則的正確用藥概念的提升率也
都低於 80.0%，因此持續推動民眾用藥安全知識教育仍有其必要性，且應設計實
用型的衛教文宣品，以加強民眾長期記憶的學習成效，提升用藥安全的認知與觀
念，避免不良的就醫、用藥行為。
關鍵詞：中藥、用藥安全、老人、婦女、外籍配偶、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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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have promoted health
advancing programs for many years. From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ed that this
program have increas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afety in the community.

Aims:
This program will develop 1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tion (TCM)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will provide gu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CM knowledge and safety for
older adults and females. The program will use these develop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conduct 20 educational sessions with target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Methods:
This program has developed 10 different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trained
educator have used these 10 materials to conduct 20 educational sessions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 and each session had more than 25 participators whom are older
people、women、and spouses immigrated from other countries only.

Results:
Eight of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have been created for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2 of them are targeting the students in the community college. A total of 731pre-test
and 1537post-test have been collected from this study. From tests before education
sessions, 70.2% of respondents acknowledged the role of TCM while only 55% of
respondents perceiv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CM safety. About 39.7% reported the
TCM safety has 5 standard procedures. After the education, the major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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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ts acknowledged the rol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CM safety, and 67.1%
acknowledged the 5 standard procedures.

Conclusions:
Although the general knowledge of TCM had improved after education, the
average percentage of understanding the 5 standard procedures is lower than 80%
among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women. After this study, it shows that these two
groups need more TCM safety educational sessions to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medication safety.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is program has to continue next
year to improve community health among aging and female popul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dication safety, elderly, women, foreign
spouses , new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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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經濟的起飛，家庭結構隨著社會繁榮與經濟發展產生極大的變
化。自 1993 年起已邁入 65 歲人口數達 7%以上的高齡化社會，且老人所占
比例持續攀升，2012 年底高齡人口比例已達 11.2％，老化指數為 76.2.％，
近 10 年間已增加 32.0 個百分點，雖仍較加拿大、歐洲各國及日本等為低，
但較美國、紐西蘭、澳洲及其他亞洲國家為高；老化指數縣市別差異顯著，
以嘉義縣 127.7％最高，而以桃園縣 51.1％最低。
101 年底我國戶籍登記人口依縣市別分，若加上台南市人口，全國則有
68.57％人口集中於五都及桃園縣準直轄市，排行依序為新北市、高雄市、
台中市、台北市及桃園縣（內政部）
。因此在其他縣市面對老年化社會，尤
其醫療資源缺乏的偏遠地區，高齡人口的照顧是變遷家庭中必須重視的課
題；而偏遠地區的鄉村裡，年輕人社經地位較差者，為了成家立業不得不
尋找外籍人士做為終身伴侶；因此，另一影響台灣家庭變遷的重要因素就
是外籍配偶(新住民)現象了。由於新住民多來自於東南亞國家，多數非以感
情為基礎的婚姻，又因語言、文化、生活型態之差異，對其所生育的親子
教養問題及醫療資訊的可及性、就醫方便性及溝通諮詢的不便性等均遭遇
一定困難，是值得大家關注的議題。
面對急遽老年化社會的高齡者長期照護與新住民融入臺灣社會的家庭
照護，受照護者除生活照護之外，無可避免的醫療與用藥等問題是照護者(新
住民)所需的醫藥安全知識教育是刻不容緩的。
鑒於醫藥知識的專業性，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前行政院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 為增進民眾正確用藥的知能，協助各級學校強化正確教
育，於 2009 年起開始推動校園正確用藥教育計畫，結合醫院、社區藥師資
源，建立學校藥師與家庭藥師服務模式，編列年度計畫委託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成立「正確用藥資源中心」
、
「正確用藥教育中心學校」
，協助各社區醫院及
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正確用藥教育推廣，截至 2013 年已補助 22 家醫院
建置「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及 19 縣市 113 所學校配合推動正確用藥教
育。
民眾中醫藥就醫的習慣在全民健保實施後，中西醫結合、複向就醫的
情況愈來愈廣泛，也增加民眾中西藥併用之問題。行政院改制前衛生署中
醫藥委員會於 2011 年擬定計畫，由國內各界專家取得共識後，建立中醫藥
就醫及正確用藥教育核心綱領，供中醫師、藥師、及教師教育推廣使用，
也成立中醫藥衛生教育資源中心，建構中醫藥衛生教育網站平台，協助校
群發展正確中醫藥教育模組並配合不同地區、對象，編製中醫藥中醫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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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中藥用藥安全教材，整合社區基層醫療、藥局及各級學校資源，提
供社區居民及各年齡層中醫藥服務衛生教育宣導促進國人健康。
衛生福利部 2009 年起推展正確用藥教育計畫至今，據全國評價調查顯
示師生的正確用藥知能顯著提升，遵醫囑服藥行為增加，師生諮詢用藥專
業管道增加，並顯著減少學生與家長購買不明藥物來源次數。2013 年也完
成中文、英文、越南文及印尼文四種語文的新住民用藥安全手冊，以提供
新住民參考醫療、用藥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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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依據衛生福利部(前衛生署中醫藥委員
會)中醫藥衛生教育資源中心公製版教案、文宣，延續發展推動老人及婦女
中藥用藥安全 10 個教案及新住民用藥衛教文宣。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由藥師公會全聯會整合地方藥師公會辦理「推動
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二、研究對象
本計畫宣導對象以社區老人及婦女為主，辦理 20 場「老人及婦女中藥
用藥安全」教育宣導活動，共計 400 人次以上。
三、研究工具
本計畫配合衛生福利部(前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100 年度起中醫藥衛生
教育資源中心計畫，綜合參考資源中心已編製之中醫藥中醫正確就醫、中
藥用藥安全教材中醫藥用藥安全五大核心能力「停、看、聽、選、用」公
製版教案，延續發展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 10 個教案及新住民用藥
衛教文宣。
計畫宣導活動成效評估之問卷，參考「民眾中醫藥正確就醫用藥五大
核心能力知識與經驗調查」問卷，修訂使用。
四、計畫實施步驟與方法
(一)成立工作小組及專家諮詢顧問
1. 小組成員包括全聯會常務理事及北、中、南、東四區遴選 4~8
個公會理事長，共同研議計畫推動事宜。
2. 專家諮詢顧問，包含中西醫藥相關專家學者、醫院附設中藥局
主任、社區藥局藥師以及地方衛生局所代表，共同參與專家學
者會議，指導活動教案之編製及宣導活動推動相關事宜。
邀請之專家學者，如后：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
事長 李明濱教授、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孫
茂峰教授、中華民國中藥商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朱溥
霖、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前理事長 謝天仁、台灣女人連
線理事長 黃淑英、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林宜信教授、台北
市萬芳醫院傳統醫學科 主治醫師賴東淵博士、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中醫部中醫兒科主任張東迪博士、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吳
宗修主任、國防醫學大學 葉明功教授、長庚醫院 楊榮季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 謝明村教授、張永勳教授、張賢哲教授、中國醫
藥大學附設醫院 童承福主任、弘光科技大學醫護學院 何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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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楊政哲教授、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蔡明陽主任、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林宜信教授、賴尚志助理
教授。
(二)設計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之宣導教案 10 個及新住民衛教單
張。
1. 依據中醫藥安全衛生教育資源中心「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
看聽選用」為教案編製之參考藍本。
2. 召開專家會議，研擬教案編製重點與方向及新住民衛教單張，
由計劃小組編製，呈送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審議。
3. 製作相關文宣單張，並針對新住民之需求，製作母語版本。
(三)舉辦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之宣導活動
1. 宣導講師以承辦公會中藥發展委員會或曾參與中藥相關計畫種
子藥師培訓之藥師為主。
2. 製作、準備宣導獎品(滷包)，以提升民眾參加意願。
3. 宣導活動講師依宣導主題內容，以有獎徵答方式，提升民眾參
與度。
4. 製作宣導評估問卷，依據社區、對象進行宣導活動前、後測，
以了解民眾對宣導內容的學習成效。(附件一)
五、辦理方式：
(一)召開專家會議及藥師公會分區會議
1. 諮詢會議：邀請專家指導教案設計重點、內容、注意事項；協
助教案編審。
2. 藥師公會分區會議：說明工作計畫，宣導教案之內容、重點，
研擬計畫執行方式、對象與宣導進度、完成時間。
(二)舉辦宣導活動
1. 宣導對象以老人、婦女以及特殊族群(原住民或新住民)。
2. 縣市公會負責 2 場，每場次人數 25 人以上，除高齡長者或不識
字的民眾之外，須請民眾填寫宣導後之評估問卷。
3. 縣市公會依對象，完成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成效評估問卷，前、
後測共 40 份。
4. 計畫調製中藥滷包一批，100 份/縣市公會以供做為宣導活動鼓
勵民眾參與聽講回答問題及填寫評估問卷之用。
(三)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成效評估問卷統計分析
(四)製作新住民越南文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衛教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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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專家會議召開時間 (會議記錄：附件二)
(一) 第一次專家學者會議於 102 年 3 月 21 日於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召開計畫擬定、執行會議。
(二) 第二次專家學者會議於 102 年 5 月 16 日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部召開教案編製會議。
(三) 第三次專家會議於 102 年 6 月 15 日於花蓮縣藥師公會召開專家會
議暨東區(宜花東) 地區活動宣導計畫工作會議。
(四) 第四次專家會議於 102 年 7 月 5 日於花桃園縣藥師公會召開專家會
議暨北區(桃竹苗) 地區活動宣導計畫工作會議。
(五) 第五次專家會議於 102 年 7 月 16 日於台中市藥師公會召開專家會
議暨中區(中彰投、雲林) 地區活動宣導計畫工作會議。
(六) 第六次專家會議於 102 年 7 月 23 日於台南市藥師公會召開專家會
議暨南區(嘉南、高屏) 地區活動宣導計畫工作會議。
(七) 第七次專家會議於 102 年 8 月 9 日於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召開專家會議暨北部(北北基、澎湖)地區活動宣導計畫工作會議。
(八) 第八次專家會議於 102 年 10 月 17 日於高雄市市立中醫醫院召開專
家學者會議審查社區宣導活動教案主題、內容。
二、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教案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教案編製完成，呈送成果報告後，擬製作資料光碟
分送各地方藥師公會，以藥師宣導中藥用藥安全參考使用之教材。因此計
畫教案編輯群，特別邀請高雄市市立中醫醫院 蔡明陽主任、謝瑩澄藥師、
邱雪娥藥師，彰化基督教醫院中醫部中藥局廖淑櫻主任，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中藥局童承福主任(現轉任長庚醫院中藥局)，台中市聯合中醫醫院陳
俊銘主任，台中市藥師公會蔡宗耀藥師、王儀絜藥師、陳楷羲 藥師，台中
市健保特約藥局協會理事長陳金火藥師，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賴尚志助
理教授，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聯會中藥發展委員會副主委林葆藥師等具有
多年中藥執業與社區用藥安全宣導實務經驗的專家。
教案編輯依據分區會議時，與會藥師之意見，實務上一套教案無法一
體適用，實際宣導教育前多需依據對象、場地、時間及設備等因素調整教
案內容多寡與深淺度，故本計畫將教案內容分為社區民眾宣導教育版及長
青學苑(社區大學)教育版，以符合實際宣導教育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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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區民眾宣導教育版
主題一：就醫、用藥風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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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中醫西醫診治用藥差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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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認識「藥食同源」與藥膳養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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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認識中草藥與藥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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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認識體質與蔬果寒熱屬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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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認識藥物配伍禁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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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七：中藥煎煮、服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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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八：產後坐月子藥膳食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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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青學苑 (社區大學)知識教育版
主題一：常見易混淆中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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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認識有毒植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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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藥用藥安全_越南文_衛教單張教案(文宣)
主題一
正確的中藥材用藥安全觀念
Quan niệm đúng đắn về sử dụng Đông dược an toàn
中草藥是中國歷代醫藥先賢的臨床經驗發展的成果，近年來其功效經
由臨床科學佐證其療效，民眾服用中草藥養生已成為另類療法的新趨勢。
但是中藥的藥性與消費者體質配伍禁忌，以及中藥材含重金屬、農藥殘留、
硫磺 (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質，長期攝取對身體有蓄積，危害健康的問題，
都是使用中藥材的安全疑慮，因此消費者學習正確的中藥用藥知識及在購
買或服用中藥時，最好先向合格中醫師或藥師詢問，並購買合法來源或 GMP
中藥廠具有查驗登記領有許可證的藥品，安全才有保障。
Đông dược (còn gọi là “thuốc Bắc” hay “thuốc Đông y”) và thảo dược là
thành quả đúc kết từ nghiên cứu kinh nghiệm lâm sàng của các bậc lương y
trong nhiều thời đại, và đến những năm gần đây, đã đư ợc khoa học lâm sàng
chứng minh là có hiệu quả trị liệu, do vậy, trong nhân dân đã hình thành nên một
trào lưu sử dụng Đông dược và thảo dược để dưỡng sinh. Tuy nhiên, Đông dược
hợp và kị với từng loại thể chất, hơn nữa, trong nguyên liệu bào chế Đông dược
còn có chứa các chất có hại như: kim loại nặng, tồn dư chất bảo vệ thực vật, lưu
huỳnh (sunfua điôxit), v.v…, mà nếu sử dụng lâu dài các chất này sẽ tích tụ
trong cơ thể, gây nguy hại cho sức khỏe, đây là những vấn đề đáng lưu tâm khi
sử dụng Đông dược. Vì vậy, khi muốn tìm hiểu các kiến thức về sử dụng Đông
dược và khi mua hoặc sử dụng Đông dược, tốt nhất người tiêu dùng hãy hỏi ý
kiến bác sỹ Đông y hoặc dược sỹ Đông y, và hãy mua những sản phẩm thuốc có
nguồn gốc hợp pháp hoặc được sản xuất bởi các công ty Đông dược đã đư ợc
kiểm tra cấp phép, nhằm đảm bảo an toàn cho sức khỏe.

120

主題二
中草藥的基本認識
Kiến thức cơ bản về Đông dược, thảo dược
(一)中藥：為中國歷代本草典籍所記載的藥材，包括植物性藥材、動物
性藥材與礦物性藥材，其中以植物性藥材最多。
(I) Đông dược: Là dược liệu được ghi chép trong “Điển Tịch Bản Thảo”
(Tổng hợp các bài thuốc từ thiên nhiên), bao gồm dược liệu từ thực vật,
động vật và khoáng chất, trong đó chủ yếu là từ thực vật.
(二)中藥飲片：中藥材依據中藥典籍理論、炮製方法，經過加工炮製後，
用於中醫臨床的劑型。
(II) Đông dược nguyên miếng: Là dược phẩm sử dụng trong Đông y lâm
sàng, được gia công bào chế từ nguyên liệu thuốc Đông y, theo lý
thuyết và phương pháp bào chế trong “Điển Tịch Đông Dược”.
(三)濃縮中藥：中藥材利用藥廠現代設備，將藥材煎煮、濃縮，再加入
賦型劑製成顆粒劑、散劑、錠劑或膠囊等劑型。為安全
性與均一性高的劑型，且有攜帶、服用的方便性。目前
健保給付的中藥劑型。
(III) Đông dược cô đặc: Là dược phẩm được các công ty dược sản xuất
bằng cách sử dụng thiết bị hiện đại để sao (sắc) và cô đặc thuốc Bắc,
rồi làm thành dạng hạt, dạng bột, dạng viên nén hoặc viên nang, v.v…,
có tính an toàn và đồng nhất cao, tiện cho việc đem theo và sử dụng.
Hiện nay hạng mục thuốc này được Bảo hiểm Y tế chi trả.
(四)方劑：中醫辯證論治的方式，是依據傳統中醫理論，選擇藥物、依
照用量、配伍原則，給予適當劑型及服用時間等的中藥治
療處方。
(IV) Thang thuốc: Là toa thuốc Đông y được bác sỹ Đông y bốc cho bệnh
nhân sử dụng theo liều lượng và thời gian nhất định, sau khi đã thăm
bệnh trực tiếp cho bệnh nhân và căn cứ vào ly thuyết Đông y truyền
thống để lựa chọn dược liệu, căn cứ vào nguyên tắc liều dùng và phối
thuốc.
(五)水煎劑：中藥的劑型之一。中醫師辯證論治開立中藥飲片的方劑，
並指示用水煎煮、服用的劑型。一帖方劑可煎煮兩次，一
般將二次煎煮液去渣混合均勻，再分二或三次服用。
(V) Thuốc sắc: Là một dạng Đông dược mà bác sỹ Đông y căn cứ vào
chứng bệnh để bốc thuốc và hướng dẫn cách dùng nước sắc thuốc rồ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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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ống. Một thang thuốc có thể sắc 2 lần, thông thường nên hòa nư ớc
thuốc sắc của 2 lần đó với nhau, rồi uống làm 2 hoặc 3 lần.
(六)草藥：為民間口耳相傳使用的藥材，通常缺乏文獻或典籍記載，其
成分、毒性不清楚，且有同物異名或同名異物的情形，易
造成誤用或混用的藥物傷害事件，因此安全性必須特別注
意。
(VI) Thảo dược: Là dược liệu theo truyền miệng trong dân gian, thường
chưa qua nghiên cứu ghi chép; thành phần và độc tính của các bài
thuốc thảo dược là không rõ ràng, hơn nữa, còn có tình trạng một loại
nguyên liệu có nhiều tên gọi khác nhau, dễ dẫn đến nhầm lẫn hoặc
phối hợp thuốc không đúng, gây hại cho sức khỏe, vì vậy, cần phải
đặc biệt chú ý tính an toàn của thảo dượ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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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確保用藥安全的觀念
Xây dựng quan niệm dùng Đông dược an toàn
(一)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5 hành vi sử dụng Đông dược an toàn:
1. 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藥物過敏史及正在使用的藥物
(中藥、西藥或健康食品)，女性需告知有無懷孕或準備懷孕，
以及有無哺乳，並都能清楚向醫師說明。
Khi đi khám bệnh, cần cho bác sỹ biết tình trạng cơ thể của bản
thân, tiền sử mẫn cảm với thuốc và những loại thuốc hiện đang
sử dụng Đông dược, thuốc Tây hoặc thực phẩm chức năng)
2. 領到藥品時應核對清楚：姓名、用法、用途、藥名、藥品外
觀及注意事項等。
Sau khi lĩnh thuốc xong cần đối chiếu cẩn thận các thông tin: họ
tên, cách dùng, tác dụng, tên thuốc, ngoại hình thuốc và những
điều cần chú ý, v.v…
3. 清楚用藥方法、時間：服藥應依規定時間、口服藥品應以開
水服用。
Nắm rõ cách thức và thời gian sử dụng thuốc: Phải dùng thuốc
đúng thời gian chỉ định, nếu là thuốc uống thì phải uống với
nước trắng đã đun sôi.
4. 做身體的主人，拒絕誇大不實產品：堅持「五問、五不」原
則。
Tự làm chủ cơ thể của mình, từ chối sử dụng những sản phẩm
quảng cáo phóng đại sai sự thật, kiên trì nguyên tắc “năm hỏi,
năm không”.
5. 與醫師、中醫師或藥師做朋友：與你常看病或領藥的醫師、
藥師建立良好關係，方便諮詢用藥的疑問或用藥後的反應。
Làm bạn với bác sỹ, bác sỹ Đông y, dược sỹ: Duy trì mối quan
hệ tốt với bác sỹ, bác sỹ Đông y, dược sỹ thường khám bệnh
hoặc phát thuốc cho mình, để tiện hỏi các vấn đề về dùng thuốc
hoặc những phản ứng sau khi sử dụng thuốc.
(二)中醫藥就醫五大核心能力：停、看、聽、選、用
5 hành vi cần thiết trong khám chữa bệnh và sử dụng thuốc Đông y:
Dừng, Xem, Nghe, Chọn, Dùng
1. 停止不當重複看病、購藥、用藥行為。
123

Dừng các hành vi khám bệnh, mua thuốc và dùng thuốc không
đúng.
2. 看病找合格的醫師或中醫師。
Xem (khám) bệnh: tìm bác sỹ Tây y hoặc Đông y có giấy phép
hành nghề.
3. 聽從及信任專業的醫師、中醫師或藥師的意見、指導與建議。
Nghe theo và tin tưởng ý kiến, hướng dẫn và khuyến nghị của
bác sỹ Tây y hoặc Đông y chuyên nghiệp.
4. 選購中藥或西藥，注意購買地點、合法來源、辨識合法認證
字號。
Chọn mua thuốc Đông y hoặc thuốc Tây: cần chú ý nơi mua,
nguồn gốc hợp pháp, nhận biết mã số chứng nhận hợp lệ của
thuốc.
5. 用中藥或西藥時，知道正確使用時間、方法與使用禁忌及藥
物間交互作用。
Dùng thuốc Đông y hoặc thuốc Tây: cần nắm rõ thời gian và
cách thức sử dụng, những điều cấm kị khi dùng thuốc và tác
dụng qua lại giữa các loại thuốc.
(三)用藥「五不」：
“5 không” khi dùng thuốc:
1. 不聽地下電台、不當廣告或別人推薦的藥品
Không nghe quảng cáo thuốc sai sự thật hoặc người khác giới
thiệu thuốc.
2. 不信有神奇療效的藥品
Không tin các loại thuốc có tác dụng thần kỳ
3. 不吃別人贈送或來路不明的藥品
Không dùng thuốc do người khác tặng hoặc không rõ nguồn gốc
4. 不買地攤、夜市、遊覽車、風景區所販售的藥
Không mua thuốc bán vỉa hè, chợ đêm, trên xe du lịch, khu du
lịch
5. 不推薦藥品給其他人
Không giới thiệu thuốc cho người khác
(四)用藥「五問」：
“5 hỏi” khi dùng thuốc:
1. 問藥名：吃的是什麼藥？
Hỏi tên thuốc: Tên thuốc này là g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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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藥效：什麼作用？
Hỏi tác dụng thuốc: Có tác dụng gì?
3. 問使用方式：怎麼吃？
Hỏi cách sử dụng: Dùng thế nào?
4. 問服用時間：吃多久？
Hỏi thời gian dùng thuốc: Dùng trong bao lâu
5. 問注意事項：有什麼注意事項？
Hỏi những điều cần chú ý: Cần phải chú ý những gì?
四、舉辦社區宣導活動
藥師公會全聯會之會員公會共有 24 個縣市公會，因此分區召開工作會
議決議，由計畫提供公製版教案給所地方公會屬宣導中藥用藥安全之用，
因計畫經費因素每一縣市補助 2 場宣導活動之費用。
本計畫舉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原擬定 20 場，500 人次。在各公會不
計經費補助不足，全力動員支持本次計畫，宣導活動共辦理 49 場，參與宣
導民眾總人數 2511 人，宣導人數超出計畫 50 倍的產值。(表一)
五、社區宣導活動成效評估
(一) 問卷回收，前測 751 份，男性 29.6%、女性 69.8%；後測 1537 份，
男性 34.1%、女性 64.5%。(如圖一)
(二) 問卷回收，後測 60 歲以下 557 份、占 36.2%，60 歲以上 980 份、
占 63.8%。(如圖二)
(三) 問卷回收，後測 1537 份，民眾族群居多者為漢族 1384 人、原住
民 73 人、新住民 80 人。(如圖三)
(四) 民眾宣導學習成效評估問卷，前測回收 731 份，後測回收 1537 份，
中醫藥用藥認知概念的宣導評估問題共有十題，每一題答題正確
率，前測評估問題的平均正確率 70.2%，後測評估問題平均正確率
92.6%，認知概念正確率平均提升 22.4%。(如圖四)
(五) 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念與原則，評估問題所描述正確性，
民眾選填分析如下，
1. 預防藥命風險，必須學會「用藥五問」的「五問」？
四個選項中請民眾單選正確的敘述，每一選項的民眾選填
分析(如表二)
「用藥五問」的正確敘述為選項_3，評估民眾正確單選的
前測正確率占 43.8%，後測正確率占 75.5%，宣導前後評估問
題的選填正確率提升 31.7%。(如圖五)
2. 呼籲民眾熟記及堅持「用藥安全、五不原則」的「五不」？
七個選項中請民眾複選正確的五個敘述，每一選項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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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分析(如表三)。
「用藥安全、五不原則」的正確敘述為選項_2、3、5、6、
7。分析民眾複選 5 個選項完全正確的比例，前測正確率有 55.0%，
後測正確率 77.8%，宣導前後評估問題的選填正確率提升 22.8%。
(如圖六)。
3. 呼籲民眾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的五原則？
七個選項中請民眾複選正確的五個敘述，每一選項的民眾
選填分析(如表四)
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正確敘述為選項
1、2、4、5、7。分析民眾複選 5 個選項完全正確的比例，前測
正確率有 39.7%，後測正確率 67.1%，宣導前、後評估問題的
選填正確率提升 27.4%。(如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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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教案
宣導教案之編製，依據計畫目標編製 10 個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教案，經
多次專家會議及地方公會工作小組會議的與會藥師之綜合意見，因社區宣
導活動型態、場地多樣，如活動中心、戶外或廟會聚餐等，因此教案主題
必須考量場地、時間、投影或音響設備等因素，社區版宣導教案應多樣化，
讓藥師於宣導前調整教案內容深淺度與資料多寡，以契合時間、民眾實際
需求。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政府因應樂齡族，長者「活到老、學到老」等需
求，鼓勵長青學苑或社區大學多數開設衛教類，如中西醫醫療保健、健康
養生、飲食與營養等課程，藥師是擔任此類課程老師之一，而長青學苑以
室內教學為主，設備佳、時間充裕，因此長青學苑(社區大學)版之內容及資
料量宜深入及專業性，以配合對象、性質與時間等學習需求。但擔任長青
學苑(社區大學)講師之藥師應需經一定時數培訓，才能將此類教案做最優化
的教學。
二、 社區宣導活動的成效評估
(一) 問卷回收，前測 751 份，男性 29.6%、女性 69.8%；後測 1537 份，
男性 34.1%、女性 64.5%。後測的評估問卷 1537 份中，民眾族群
居多者為漢族 1384 人、原住民 73 人、新住民 80 人。年齡分布 60
歲以下 557 份、占 36.2%，60 歲以上 980 份、占 63.8%。
(二) 民眾宣導學習成效評估問卷，前測回收 731 份，後測回收 1537 份，
中醫藥用藥認知概念的宣導評估問題共有十題，每一題答題正確
率，前測評估問題的平均正確率 70.2%，後測評估問題平均正確率
92.6%，認知概念正確率平均提升 22.4%。
(三) 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念與原則，評估問題所描述正確性，
民眾選填分析如下，
1. 預防藥命風險，必須學會「用藥五問」的「五問」？「用藥五
問」四個選項中正確敘述為選項_3，民眾單選正確的敘述，前
測正確率占 43.8%，後測正確率占 75.5%，宣導前後評估問題
的選填正確率提升 31.7%。
2. 呼籲民眾熟記及堅持「用藥安全、五不原則」的「五不」？
「用藥安全、五不原則」七個選項中複選正確的五個敘述，
正確敘述為選項_2、3、5、6、7。民眾複選 5 個選項完全正確
的比例，前測正確率有 55.0%，後測正確率 77.8%，宣導前後
評估問題的選填正確率提升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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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呼籲民眾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的五原則？
「五原則：停看聽選用」七個選項中複選正確的五個敘述。
正確敘述為選項_1、2、4、5、7。民眾複選 5 個選項完全正確
的比例，前測正確率有 39.7%，後測正確率 67.1%，宣導前、
後評估問題的選填正確率提升 27.4%。
綜合上述分析資料，宣導評估問卷的前測，民眾中醫藥用藥
認知概念的選填正確率(70.2%)，高於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
念與原則的「用藥五問」(43.8%)、「五不原則」(55.0%)及中醫藥
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39.7%)。
究其原因可能是「五不、五問、五原則」等口號式的宣導用
詞，可以簡易回答「五不、五問、五原則」的口訣，但要能完全
正確說明或回答公版文宣的內容是有困難的，反而中藥用藥安全
宣導的認知性評估問題或觀念容易正確回答。
1885 年德國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
研究發現：人類輸入的信息在經過人的注意過程的學習後，便成
為了人的短時的記憶，因此種子藥師對民眾中醫藥用藥認知概念
的宣導，短時間得成效明顯高於高於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
念與原則的「用藥五問」、「五不原則」(55.0%)及中醫藥就醫用藥
「五原則：停看聽選用」
，但是如果不經過及時的複習，這些記住
過的東西就會遺忘。因此，將中藥用藥安全認知或中醫藥就醫用
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設計日常用品的精美實用衛教文宣 (如
L 型資料夾、週曆或扇子等)，讓民眾可以隨時的複習，這些短時
的記憶就會成為了人的一種長時的記憶，從而在大腦中保持著很
長的時間，對用藥安全觀念將可大幅提升。
整體上，民眾經過宣導活動後的評估問題的後測選填正確率
都有 20.0%以上的提升，但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念與原則的
提升率都低於 80.0%，尤其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
僅有 67.1%，可能與中醫藥司提出「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年
度與推展宣導時間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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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本次計畫宣導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念與原則的「用藥五問」
、
「五
不原則」及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的問題評估，前、
後測選填完全正確率普遍不理想，建議加強口訣搭配案例的宣導之外，
應製作日常用品的精美實用之衛教宣導品(如 L 型資料夾、週歷或扇
子) ，讓民眾願意保存且可以隨時的複習，這些短時的記憶就會如赫爾
曼·艾賓浩斯的記憶遺忘曲線的理論，成為民眾的一種長時的記憶，提
升宣導教育的成效，大幅提升用藥安全認知與觀念，改善不良的就醫
用藥行為。
二、建議中醫藥司與藥師公會全聯會合作，將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
停看聽選用」的宣導或文宣，融合於目前各地方公會藥師的正確用藥
安全宣導教案或居家藥事照護活動，增加民眾接受到中醫藥就醫用藥
「五原則：停看聽選用」的頻次，加深「中醫藥就醫用藥 停看聽選用」
的正確認知。
三、藥師公會全聯會的中醫藥用藥安全宣導教案應持續開發深淺度不同主
題的教案(如骨質酥鬆症、立冬進補、青少年轉骨等用藥認知)，以配合
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認知概念與原則及宣導對象、場地、時間之
用。
四、本計畫已編輯越南文有關中醫藥用藥安全宣導的基本文宣，建議應再
翻譯為印尼文，本會以嘉惠第二大族群來自印尼新住民的需求，以加
強新住民自我藥療觀念與照護家庭成員之用藥安全。103 年 TFDA 若再
有委託本會相關計畫，將規劃優先完成印尼文，之後參考外交部、內
政部資料及經費，再逐步完成印製菲律賓或其他外傭、外配國家之衛
教文宣。
五、建議衛生福利部有關中醫藥用藥安全環境之建構，應加強推動特殊族
群(如原住民或新住民)的教案開發及宣導活動的計畫(如原住民-痛風議
題)，讓地方公會藥師或醫藥專業人員，協助加強特殊族群正確用藥知
識的宣導，避免不良的用藥習慣，確保醫療資源與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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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社區宣導活動成效回收問卷之性別分析圖
男

女

未填

69.80%

64.50%

34.10%

29.60%

1.40%

0.70%
前測問卷 (n=751)

後側問卷 (n=1537)

圖一、社區宣導活動成效回收問卷之性別分析圖

社區宣導活動成效後測回收問卷之
年齡分析圖
60歲以下 (n=557)

大於60歲 (n=980)

36.20%

63.80%

圖二、社區宣導活動成效後測回收問卷之性別與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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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宣導活動成效後測回收問卷之族群與性別
分析圖
男

女

未填

865
500

19
漢族 (n=1384)

13

59

1

原住民 (n=73)

11

67

2

新住民 (n=80)

圖三、社區宣導活動成效後測回收問卷之族群與性別分析

社區宣導中醫藥用藥認知概念的評估問題填答正確率分析圖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

題_1 題_2 題_3 題_4 題_5 題_6 題_7 題_8 題_9 題_10 平均
前測 (n=751) 55.30% 54.60% 80.30% 60.30% 72.90% 85.80% 66.30% 64.50% 75.10% 86.90% 70.20%
後測 (n=1537 87.80% 89.00% 94.20% 90.10% 94.60% 96.70% 92.30% 94.00% 94.60% 92.60% 92.60%

圖四、社區宣導中醫藥用藥認知概念的評估問題填答正確率

133

「用藥五問」的概念與原則，民眾選填正確率
分析圖
前測 (n=751)

後測 (n=1537)

75.50%

43.80%

前測 (n=751)

後測 (n=1537)

圖五、
「用藥五問」的概念與原則，民眾選填正確率之分析

「用藥安全、五不原則」的概念與原則，民眾
選填正確率分析圖
77.80%
55.00%

前測 (n=751)

後測 (n=1537)

圖六、
「用藥安全、五不原則」的概念與原則，民眾選填正確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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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的
概念與原則，民眾選填正確率分析圖
67.10%

39.70%

前測 (n=751)

後測 (n=1537)

圖七、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的概念與原則，民眾選填
正確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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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一覽表

公會別
宜蘭縣
台東縣
花蓮縣
基隆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一覽表
日期
地點
場次 人數 總人數
9/12 壯圍鄉壯六社區活動中心
33
2
60
9/24 南澳鄉東岳社區發展協會
27
9/10 台東縣扶輪館
26
2
60
9/18 台東縣太麻里鄉華源村活動中心
34
8/25 花蓮縣持修積善協會人合居
52
2
144
9/14 花蓮市婦女會主農里活動中心
92
9/7 基隆市文昌里里民大會堂
62
2
271
9/9 彭園會館(基隆)
209
8/26 台北市信義行政中心
64
2
110
8/30 崇仰活動中心
46
9/21 新北市三重區六張市民活動中心
33
2
60
10/8 橋橋吉立餐廳
27
8/23 龍潭鄉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30
8/29 平鎮市高連社區發展協會
51
4
162
9/17 龜山鄉陸光村
31
10/11 桃園市龍岡社區發展協會
50
9/11 新竹市公園里活動中心
45
2
101
10/9 香悅樓餐廳
56
10/20 新豐鄉鳳蓮宮
1 195 195
10/9 頭份鎮東庄里社區活動中心
35
2
76
10/15 頭份鎮崇仁醫院候診室
41

台中市南區西川里西川社區發展
協會
台中市
9/12 台中市北屯區東光里辦公處
9/1 烏日活動中心
台中縣
9/15 台中市清水區南寧社區(福宴樓)
9/3

南投縣

7/28 集集鎮婦女會禮堂

2

2

2

8/15 南投市老人活動中心
9/3 宗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
9/15 溪畔社區
136

2

51
46
180
80
30
44
22
27

97

260

74

49

主講人
楊惠君
葉雅雯
陳錦雄
陳昭宏
趙瑞平
趙瑞平
黃瓊瑜
黃瓊瑜
易麗珍
潘美貝
杜介星
古博仁
陳美霞
黃清溪
陳建佑
劉博華
陳漢壁
羅志祥
徐紹仁
李瑞珍
李幼菁
王儀絜
陳金火
黃美勳
林子超
潘志宏
張釜堯
江選鈞
賴姵妘
邱天青

公會別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台南縣

高雄市

高雄第
一
屏東縣

澎湖縣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一覽表
日期
地點
場次 人數 總人數
8/18 麥寮拱範宮(麥寮鄉中正路 3 號)
52
2
84
9/4 麥寮鄉海豐北嶽殿
32
9/9 嘉油鐵馬道南京站
63
2
123
9/29 嘉義公園山仔頂樹木圓
60
9/2 嘉義縣新港鄉頂菜園 12 號
34
2
54
9/4 嘉義縣新港鄉埤仔頭活動中心
20
8/22 美好教會
36
2
90
9/7 學東里活動中心
54
9/15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 2 段 103 號
36
2
68
9/29 台南市善化區小新里 113 之 24 號
32
8/29 愛心社區發展協會
40
9/4 達仁社區發展協會
50
4
155
10/12 興東里活動中心
40
10/28 五福扶輪社
25
8/25 見康藥局前廣場
34
2
64
8/27 劉家村社區發展協會
30
9/18 臺灣銀行東港分行 5 樓
20
2
69
10/2 林邊鄉仁和村光林村聯合辦公室
49
8/27 湖西鄉鼎灣村活動中心
51
2
85
澎湖縣西嶼鄉竹灣村社區關懷據
8/30
34
點
合計 49
2511

表二、
「用藥五問」的概念與原則，每一選項的民眾選填分析表
選填人數
未勾選
前測 (n=751)
勾選
未勾選
後測 (n=1537)
勾選

選項_1 選項_2 選項_3 選項_4
592
601
361
578
159
150
390
173
1412
1366
249
1300
125
171
1288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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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林允崇
林允崇
商錦文
商錦文
林育昰
戴俊典
謝宏信
曾纓閔
黃昭然
吳建盛
湯金獅
施坤鎮
曾美騰
黃保瑞
郭姮均
邱淑雅
蔡炎富
陳春貴
陳福龍
林淑鈴

表三、
「用藥安全、五不原則」的概念與原則，每一選項的民眾選填分析表
選填人數
選項_1 選項_2 選項_3 選項_4 選項_5 選項_6 選項_7
未勾選
653
115
105
599
89
129
186
前測 (n=751)
勾選
98
636
646
152
662
622
565
1440
102
98
1420
89
120
154
未勾選
後測 (n=1537)
勾選
97
1435
1439
117
1448
1417
1383

表四、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的概念與原則，每一選項
的民眾選填分析表
選填人數
選項_1 選項_2 選項_3 選項_4 選項_5 選項_6 選項_7
189
92
592
150
158
626
242
未勾選
前測 (n=751)
勾選
562
659
159
601
593
125
509
257
65
1435
110
123
1461
195
未勾選
後測 (n=1537)
勾選
1280
1472
102
1427
1414
76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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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前測 問卷，謝謝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及正確用藥知識宣導成效問卷

【問卷為中醫藥司委辦 CCMP102－CP－009 計畫成效與政策之參考用，請您放心填答】
一、基本資料：請在適合您的□中打勾（）

填表日期：102 年

月

日

1. 性別：1□男□ 2□女
2. 年齡：

歲

3. 居住縣市：

(鄉 鎮 區)

(縣)市

4. 族群：1□漢人(族) 2□原住民
3□新住民(國籍

族

a□越南 b□印尼 c□中國 d□其他

) 4□其他：

5. 最高學歷：1□未曾就學 2□小學 3□國中 4□高中職 5□大學 6□研究所以上
6. 婚姻：1□未婚 2□已婚 3□單親 4□其他：
7. 居住狀況：1□獨居 2□與配偶同住 3□與子女同住 4□與(外籍)看護同住
5□與家人及看護同住 6□其他：

8. 職業：1□無 2□軍警 3□公 4□教 5□農 6□工 7□商 8□醫療業 9□自由業 10□家管
11□其他：

。

9. 同住的家人，從事醫療工作：1□無 2□西醫師 3□中醫師 4□藥師 5□護理師
6□其他

。 (可複選)
10. 您一年用來購買中草藥或健康食品的費用，大約：
1□2 千元以內 2□2 千以上未滿 1 萬元 3□1 萬以上未滿 3 萬元 4□3 萬元以上 5□無
二、中西藥用藥認知概念：下列敘述的問題，您認為「對的請於(
1. (

) 打Ｏ；錯請打 Ｘ 」

) 西藥可預防、緩和或治療疾病，常有副作用；而中藥 藥性溫和無毒、無副作
用。

2. (

) 蔥 薑 蒜 麻油等屬「藥食同源」的中藥，常用於羊肉爐及麻油雞等，可多食
無害。

3. (

) 中藥溫和，所以中醫處方不需由專業人員（中醫師或藥師）調劑，是合法也
安全的作業。

4. (

) 慢性疾病(如高血脂)多用西藥控制。而藥膳、保健食品與健康食品(紅麴等)，
基本上是補養品或食品，安全性高，適合自行服用加強藥物療效，經常服用
補養身體元氣。

5. (

) 中藥補養劑多屬於上品、無毒的藥品。所以認識藥性的「溫、熱、寒、涼」
後，是不需醫療專業人員的診療或指導，可依自我的體質(寒、熱、虛、實)
需要自行服用。

6. (

) 中草藥多屬天然植物或動物藥材所以在菜市場或遊覽風景區購買品質，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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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心。。
7. (

)「中藥是中藥，西藥是西藥」
，所以已服用西藥預防心肌梗塞，再購買通血路
的中藥或健康食品（如紅花 丹参 銀杏 魚油）等同時服用，可加強預防心肌
梗塞的效果。

8. (

) 長期濫服西藥是造成「洗腎」的原因之一，「中(草)藥」是沒有這些的顧慮。

9. (

) 「藥酒」是中藥材浸泡的酒，「是藥、不是酒」所以多喝不會傷肝的問題。

10.(

) 有高血壓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服用中藥補氣或補身還是經中醫診斷才安
全。

三、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念與原則，下列問題，您認為「對的」請於□ 內 打 
1 . 預防藥命 風 險，必 須 學 會「 用 藥 五 問 」的 概 念，請 教 甚 麼 是 五 問 ?(單
選)
□問藥名、問藥效、問用法、問保存期限及問價錢。
2□ 問 醫 師 姓 名 、 問 診 所 電 話 、 問 藥 名 、 問 藥 效 、 問 用 法 。
3□ 問 藥 名 、 問 藥 效 、 問 用 法 、 問 注 意 事 項 及 問 用 多 久 。
4□ 問 藥 名 、 問 藥 效 、 問 用 法 、 問 用 多 久 及 問 保 存 期 限 。
1

2. 呼籲民眾熟記及堅持「用藥安全 五不原則」
，請 教 是 以 下 哪「五不」?(複 選 )
1□ 不 要 聽 信 醫 師 建 議 、 藥 師 指 示 的 藥 。
2□ 不 要 聽 信 別 人 推 薦 的 藥 。
3□ 不 要 相 信 神 奇 療 效 的 藥 。
4□ 不 買 社 區 藥 局 的 藥 。
5□ 不 買 地 攤 、 夜 市 、 遊 覽 車 上 所 販 賣 的 藥 。
6 □ 不 吃 別 人 (贈 送 ) 的 藥 。
7□ 不 推 薦 藥 品 給 親 朋 好 友 。
3. 中醫藥司呼籲民眾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
，
「對的」請 於 打
? (複 選 )
□ 【停】-停止不當看病、購藥及用藥行為：「病急亂投醫」「甲好逗相報」。
2 □ 【看】-看病時應向醫師說清楚：病症、特殊狀況、病史、現行服用藥物。
3 □ 【聽】-聽電台主持人或邀請的專家的介紹、說明。
4 □ 【聽】-聽專業醫藥師說明：服藥方法、時間、禁忌。
5 □ 【選】-選購安全、有效中醫藥品
6 □ 【用】-用中藥時應遵電台的講法，詳閱包裝、服用方式..。
7 □ 【用】-用中藥時應遵醫囑：詳閱藥袋、溫水服用、忘記服藥、中西藥服用方
式..。
謝謝填答，我們將依您的意見，將使宣導內容修正更符合您的期望。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關心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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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歷次專家會議記錄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稿)

機關地址： 臺北市民權東路一段六十七號五樓
電

話：02-25953856 傳

真：

02-25991052
電子信箱： pharma.cist@msa.hinet.net
聯絡人：劉珮羚 秘書（轉分機 116）

受文者： 如正、副本受文者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普通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月
發文字號： (102)國藥師平字第
附件：

日
號

主旨：檢送本會 102 年 3 月 21 日召開「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
安全計畫第一次專家學者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正本：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李明濱理事長、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孫
茂峰理事長、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朱溥霖理事長、中華民國消
費者文教基金會謝天仁名譽董事長、台灣女人連線黃淑英理事長、台北市萬芳醫
院傳統醫學科賴東淵主治醫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中醫兒科張東迪主
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藥組吳宗修主任、國防醫學大學藥學系葉明功教授、林
口長庚紀念醫院中醫藥劑部楊榮季主任、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謝明村教授、中國醫藥大學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張永勳教授、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系張賢哲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中藥局童承福主任、弘光科技
大學醫護學院護理系(所)何玉鈴副教授、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楊政哲副教授、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藥劑科蔡明陽主任、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林宜信教授、慈
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賴尚志助理教授、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李蜀平理
事長、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賴振榕常務理事、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林振順常務理事、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趙正睿常務理事
副

本：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本會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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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計畫第一次專家學者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3:30。

地

點：本會會館第一會議室（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 67 號 5 樓）

主持人：李蜀平理事長/賴振榕常務理事
出席人員：詳附件簽到單。
壹、計畫說明
前言
台灣受傳統「藥食同源」及「藥食文化」的影響，中藥是民眾日常習慣使
用的藥食兼用的材料，所以坊間常見四神湯、薑母鴨、四物湯、藥燉排骨
等膳食。2009 年健保資料顯示在中醫療資源的使用上(1)，台灣民眾有 66%
經常性使用中藥，佔門診健保使用率約 15%。2011 年中健保局中醫總額
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之一，健保局六個分區中醫癌症病患同時利用西醫
人數比率(2)，全局為 61.37%，北區分局為 47.5%，其他五區分局都高於
全局比率。
中藥用藥安全問題包含下列因素(1)：1.民眾對中藥的辨識不清，以偽亂真。
2.不正確或不適當用藥。3.藥品炮制的缺失，引起中毒事件。4.誤服中草
藥，中毒事件。5.違反中醫典籍中之用藥禁忌。6.中藥受物質汙染、摻雜
西藥、違規製造、販售等問題。
貳、計畫目標
本計畫將編列 10 個中藥用藥安全活動教案與衛教文宣為目標，並依全國
藥師公會分北、中、南、東四區針對社區老人、婦女及新住民婦女舉辦
20 場(25 人/場)以上宣導活動，傳達中醫藥相關資，教育具備基本正確的
中草藥用藥常識，提升宣導對象自我用藥安全之外，將正確中醫藥用藥安
全資源擴散，以協助親友安全用藥減少不良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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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議題
一、計畫區域與宣導場次、活動之討論
(一) 北、中、南、東四區之公會區域分布
1.北區：北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五個公會。
2.中區：台中市(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
七個公會。
3.南區：臺南市(縣)、高雄市(縣)、屏東縣、澎湖縣、金門縣，七個
公會。
4.東區：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四個公會。
5.計畫單位分四區召開宣導活動規劃會議，確認進度。
(二) 宣導場次、對象與資源整合
1.每區至少 5 場，25 人次/場，對象：老人、婦女為主。至少 1 場新
住民。
宣導總人次：500 人以上。
2.老人、婦女對象來源：社區(村里)老人會、媽媽教室、韻律(有氧)
舞社等。
新住民對象來源：各公會已有之聯絡管道或聯絡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推動「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之聯絡人(計畫單位提供)。
3.各區負責公會執行宣導計畫時，發函邀請衛生單位主管、中醫師、
中藥商及藥劑生公會公同參與宣導活動。以擴散推動老人、婦女
及新住民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相關事宜。
(三) 敬請專家指導
決

議：與會專家學者提供下列 4 點建議：

1. 教案編寫完成後，函請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提供專業意見。
2. 前後測問卷應有 6-8 成配合公版教案來設計，以提升問卷信度。
另問卷應考量到老人識字率低及視力不佳等問題，對於此類之
宣導對象可考慮請工讀生口頭詢問並協助填寫答案，以利問卷
完成。
3. 針對新住民宣導對象，宣導時使用語言除了國、台語，是否再
加入英語、越南文…等語言？
4. 俟公版教案編列完成後，預計六月份開始召開四分區宣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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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二、中藥用藥安全活動教案與衛教文宣之討論
(一) 背景說明
1. 初步規劃與中藥相關主題有，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
用(進階篇)、中藥選購與保存、中藥用藥安全銀髮族篇、婦女
篇、兒童篇，懷孕用藥安全、更年期之保健、中西藥併用注意
事項、食物相剋與禁忌，常見有毒植物篇等議題。
2. 參考中醫藥用藥資源中心所提供中醫藥就醫用藥公版簡報教
案 (附件)
中醫藥就醫用藥-如何服用科學中藥、高齡者篇、常見老人及婦
女用藥諮詢問答。婦女中藥篇-青春期，育齡篇，更年期。如何
做個聰明的選購人-中草藥肝膽腸胃疾病篇。
中醫藥就醫用藥-如何服用科學中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之教
案摘要
 停-停止不當看病、購藥及用藥行為：「病急亂投醫」「甲好
逗相報」
 看-看病時應向醫師說清楚：病症、特殊狀況、病史、現行
服用藥物。
 聽-聽專業醫藥師說明：遵醫囑、按時服藥、服藥方法、時
間、禁忌。
 選-選購安全、有效中醫藥品：中藥(材)、飲片、製劑保存
 用-用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詳閱藥袋、溫水服用、忘記
服藥、中西藥服用方式..。
中醫藥就醫用藥-高齡者篇：-停看聽選用之教案摘要
破除中藥溫和、抗衰老、無副作用？
聽：以阿茲海默症為例。強調體質、中藥副作用、選購地點安全
風險。
如何做個聰明的選購人-中草藥肝膽腸胃疾病篇：-停看聽選用之
教案摘要
聽：強調體質、病情與代謝差異，用藥需聽專業人員。
選：區分、選購合法藥品，中藥不良反應通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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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中藥篇-青春期，育齡篇，更年期。
常見老人及婦女用藥諮詢問答。
(二) 本計畫規劃方向與重點
1. 主軸：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與衛生署推行：五不
「不聽、不信、不買、不吃、不推薦」
、五問原則結合。
2. 增編「停看聽選用」
、
「五不、五問」之案例，以利宣導藥師依
區域、地點、對象，酌參選用。
3. 彙編新住民對藥品、食品、中草藥的認知與藥品使用安全等指
導單張(越南文)。
(三) 敬請專家指導
決

議：與會專家學者提供下列 5 點建議：

1. 根據外交部統計，新住民以越南、印尼兩個國藉之對象最多，
故衛教文宣以「停、看、聽、選、用」等基礎觀念翻譯為越南
文版本。
2. 使用公版教案時，應留意內文、圖片是否違反智慧財產權、肖
像權等問題，避免觸法。
3. 因每場宣導時間約 40-60 分鐘，且必須完成問卷（前測、後測）
，
為避免壓縮到宣導教案時間且考慮老年人專注力較差之狀況，
故建議問卷設計題數 5-10 題為佳。
4. 編寫教案人員應先向講師們說明教案之使用方法，避免產生表
達錯誤之情況發生。
5. 教案可分主題編製，提供講師參考活動宣導之參與對象，參考
採用適當主題，以契合民眾之興趣與需求。但講師宣導時，重
點仍應著重於藥品使用方法、安全選購…等較為合適且建議講
師多引用與民眾較相關之案例（EX：四物、麝香…等中藥材），
以提升對參加民眾聽講之吸引力。
參考資料
(1)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建構中藥用藥安全環境第二期
2010~2014 年計畫。
(2) 2011 年健保局中醫總額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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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醫藥教育資源中心中醫藥就醫用藥公版簡報教案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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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計畫第二次專家學者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 12:30。

地

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會議室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2 樓-立夫醫療大樓 2 樓)

會議主持人：李蜀平理事長/賴振榕常務理事
出席人員：詳附件簽到單。
壹、計畫說明：(略)
貳、計畫目標
本計畫將編列 10 個中藥用藥安全活動教案與衛教文宣為目標，並依全
國藥師公會分北、中、南、東四區針對社區老人、婦女及新住民婦女舉辦
20 場(25 人/場)以上宣導活動，傳達中醫藥相關資訊，教育具備基本正確的
中草藥用藥常識，提升宣導對象自我用藥安全之外，將正確中醫藥用藥安
全資源擴散，以協助親友安全用藥減少不良事件發生。
參、討論議題
中藥用藥安全活動教案與衛教文宣之編輯
一、背景說明
(一) 初步規劃與中藥相關主題有，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
選用(進階篇)、中藥選購與保存、中藥用藥安全銀髮族篇、
婦女篇、兒童篇，懷孕用藥安全、更年期之保健、中西藥併
用注意事項、食物相克與禁忌，常見有毒植物篇等議題。
(二) 參考中醫藥用資源中心所提供中醫藥就醫用藥公版簡報教案
(如會議議程附件)
中醫藥就醫用藥-如何服用科學中藥、高齡者篇、常見老人及
婦女用藥諮詢問答。婦女中藥篇-青春期、育齡篇-更年期。
如何做個聰明的選購人-中草藥肝膽腸胃疾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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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就醫用藥-如何服用科學中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之
教案摘要
 停-停止不當看病、購藥及用藥行為：
「病急亂投醫」
、
「甲
好逗相報」
 看-看病時應向醫師說清楚：病症、特殊狀況、病史、現
行服用藥物。
 聽-聽專業醫藥師說明：遵醫囑、按時服藥、服藥方法、
時間、禁忌。
 選-選購安全、有效中醫藥品：中藥(材)、飲片、製劑保
存。
 用-用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詳閱藥袋、溫水服用、忘
記服藥、中西藥服用方式…。
中醫藥就醫用高-高齡者篇：-停看聽選用之教案摘要
破除中藥溫和、抗衰老、無副作用？聽：以阿茲海默症為例。
強調體質、中藥副作用、選購地點安全風險。
如何做個聰明的選購人-中草藥肝膽腸胃疾病篇：停看聽選用
之教案摘要
聽：強調體質、病情與代謝差異，用藥需聽專業人員。
選：區分、選購合法藥品，中藥不良反應通報，保存。
婦女中藥篇-青春期，育齡篇，更年期。
常見老人及婦女用藥諮詢問答。
二、本計畫規劃方向與重點
(一) 主軸：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與衛生署推行：五
不「不聽、不信、不買、不吃、不推薦」、五問原則結合。
(二) 增編「停看聽選用」
、「五不、五問」之案例，以利宣導藥師
依區域、地點、對象、酌參選用。
(三) 彙編新住民對藥品、食品、中草藥的認知與藥品使用安全等
指導單張(越南文)
決

議：1. 教案製作 10-15 張(文字)投影片，宣導時間約 30-40 分鐘。另
請留意內文、圖片(圖片盡量自行拍攝)是否違反智慧財產權、
肖像權等問題，避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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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見有毒植物：陳金火藥師、黃世勳教授協助編寫；藥膳常
用藥材：廖宜敬組長協助編寫。會後將簡報資料寄給各位與
會人員，並請依各自專長選定編輯教案主題，另請最後註明
參考資料來源。
3. 請協助於六月上旬繳交教案，預計六月底前定案，七月份開
始北、中、南、東工作小組會議。
4. 有關彙編越南文指導單張尋找專業翻譯公司，翻譯稿再請林
葆藥師介紹熟稔越南文之新住民協助確認。
5. 指導單張翻譯完成後，可行文至外交部外事處請其協助確認
翻譯是否得當後再印製精美版。
6. 長青學苑或社區大學乃基於退休或年長者自由選擇課程學習
知識的機會，建議本計畫教案應設計適合長青學苑 90~100 分
鐘的知識教案，以方便全省藥師公會種子藥師運用。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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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計畫第三次專家學者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16:30。
二、地 點：花蓮縣藥師公會（花蓮市林森路 236-36 號）
三、會議主持人：李蜀平理事長/賴振榕常務理事
四、出席人員：詳附件簽到單。
五、本次會議主要討論議題：
(一) 評估編修之原住民與新住民相關教案於東部地區宣導之適切性。
決議：新住民多數無使用中草藥經驗，文宣教案以認識中草藥及
正確使用方法為主。原住民文宣教案以常見及有毒中草藥
為主，另搭配原住民高發病率「痛風」的文宣教案。
(二) 確認宜、花、東三個縣市宣導期程及宣導講師教案說明日期。
決議：1. 請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藥師公會於 8/15 前回報預計
舉辦宣導活動日期，以新住民為主要宣導對象協助舉辦
兩場宣導活動，並請於 8 月底前完成宣導。
2. 活動結束後，請彙整相關經費簽收單據寄回本會，以利
後續經費核銷及撥款程序。
六、本次專家會議相關建議：
(一) 可向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索取「中醫養生保健手冊」於宣導活動時使
用。
(會後詢問中醫師公會全聯會，中醫師全聯會表示這九個手冊是在
民國 90 年發行，目前已無紙本手冊提供索取，僅供上網下載 PDF
另中醫師全聯會提醒手冊資料已為舊版，建議在使用上要留意內
容是否適用，中醫養生保健手冊預計在今年或明年將資料改版，
變成 10 個主題)
下載路徑：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首頁→出版品→中醫養生保健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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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twtm.tw/twtm/publication_list.jsp?cid=60
(二) 請各縣市藥師公會使用教案時，能註明資料來源、參考資料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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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計畫第四次專家會議
暨北部地區活動宣導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11:00。
二、地 點：桃園縣藥師公會(桃園縣中壢市環北路 400 號 20 樓之 6)
三、會議主持人：李蜀平理事長/賴振榕常務理事
四、出席人員：詳附件簽到單。
五、本次會議主要討論議題：
案由：討論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藥師公會宣導活動期程、講師
及教案說明日期。
決議：1. 請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藥師公會於 8/15 前回報預計
舉辦宣導活動日期及場次，請各縣市藥師公會以老人（樂齡
族）及婦女為主要宣導對象協助舉辦兩場宣導活動，並請於
9 月底前完成宣導。
2. 8/15 前會將宣導活動使用相關資料及配合作業說明寄給各
縣市公會參考使用。
六、本次專家會議相關建議：
(一) 建議於宣導活動發送之中藥滷包應註明調配日期、有效期限、成
份、功效…等標示。
(二) 請各縣市藥師公會使用教案時，能註明資料來源、參考資料、出
處…等。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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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計畫第五次專家會議
暨中部地區活動宣導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星期二)中午 12:30。
二、地 點：台中市藥師公會（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406 號 5 樓之 3）
三、會議主持人：李蜀平理事長/賴振榕常務理事
四、出席人員：詳附件簽到單。
五、本次會議主要討論議題：
案由：討論中部地區台中縣市、雲林縣、南投縣、彰化縣宣導活動期
程、講師及教案說明日期。
決議：1. 請各縣市藥師公會於 8/15 前回報預計舉辦宣導活動日期及
場次，以老人（樂齡族）及婦女為主要宣導對象協助舉辦兩
場宣導活動，並請於 9 月底前完成宣導。
2. 下列資料於 8/15 前寄達各縣市公會：
 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用之公版教案
 宣導成效問卷（檔）
 宣導記錄表（檔）
 有獎徵答品（中藥滷包 100 包）
 講師鐘點費、臨時工資領據（檔）
3. 各縣市於 9 月底前結案並繳回下列資料：
 填寫宣導活動記錄表
 照片檔(*.JPG)5 張。
(照片檔請配合宣導紀錄單註明日期與地點)
 宣導成效問卷（2 場請至少繳回 40 分成效問卷）。
 鐘點費、臨時工資、相關耗材等經費簽收單據。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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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計畫第六次專家會議
暨南部地區活動宣導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二、地 點：台南市藥師公會 (台南市東區東平路 9 巷 1 號 7 樓)
三、會議主持人：李蜀平理事長/賴振榕常務理事
四、出席人員：詳附件簽到單。
五、本次會議主要討論議題：
案由：討論南部地區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屏東縣宣導活
動期程、講師及教案說明日期。
決議：1. 請各縣市藥師公會於 8/15 前回報預計舉辦宣導活動日期及
場次，以老人（樂齡族）及婦女為主要宣導對象協助舉辦兩
場宣導活動，並請於 9 月底前完成宣導。
2. 下列資料於 8/15 前寄達各縣市公會：
 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用之公版教案
 宣導成效問卷（檔）
 宣導記錄表（檔）
 有獎徵答品（中藥滷包 100 包）
 講師鐘點費、臨時工資領據（檔）
3. 各縣市於 9 月底前結案並繳回下列資料：
 填寫宣導活動記錄表
 照片檔(*.JPG)5 張。
(照片檔請配合宣導紀錄單註明日期與地點)
 宣導成效問卷（2 場請至少繳回 40 分成效問卷）。
 鐘點費、臨時工資、相關耗材等經費簽收單據。(文具紙
張等消耗品請列出品項、單價、數量等明細)
六、本次專家會議相關建議：
(一) 因 7/23 行政院衛生署升格為衛生福利部，故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
委員會升格更名為「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製作相關資料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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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單位名稱。
(二) 建議以樂齡族、銀髮族等名稱取代「老人」之名稱。
(三) 建議紅布條由全聯會統一製作。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7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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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推動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計畫第七次專家會議
暨北部(北北基、澎湖)地區活動宣導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2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二、地 點：本會會館第一會議室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 67 號 5 樓)
三、會議主持人：李蜀平理事長/賴振榕常務理事
四、出席人員：詳附件簽到單。
五、本次會議主要討論議題：
案由：討論北部地區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澎湖縣宣導活動期程、
講師及教案說明日期。
決議：1. 請各縣市藥師公會於 8/15 前回報預計舉辦宣導活動日期及
場次，以老人（樂齡族）及婦女為主要宣導對象協助舉辦兩
場宣導活動，並請於 9 月底前完成宣導。
2. 下列資料於 8/15 前寄達各縣市公會：
 老人及婦女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用之公版教案
 宣導成效問卷（檔）
 宣導記錄表（檔）
 有獎徵答品（中藥滷包 100 包）
 講師鐘點費、臨時工資領據（檔）
3. 各縣市於 9 月底前結案並繳回下列資料：
 填寫宣導活動記錄表
 照片檔(*.JPG)5 張。
(照片檔請配合宣導紀錄單註明日期與地點)
 宣導成效問卷（2 場請至少繳回 40 分成效問卷）。
 鐘點費、臨時工資、相關耗材等經費簽收單據。(文具紙
張等消耗品請列出品項、單價、數量等明細)
六、本次專家會議相關建議：
因 7/23 行政院衛生署升格為衛生福利部，故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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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升格更名為「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製作相關資料時，請留意
單位名稱。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6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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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2-CP-010

中藥商產業精進計畫
朱溥霖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摘

要

研究目的：
1.
2.
3.

強化中藥房管理業者最新法規概念及現代化經營管理策略。
研議現階段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證之可行性，提升中藥房經營模式。
舉辦 8 場針對中藥房管理業者法規及現代化概念之課程。

實施方法：
1.
2.
3.
4.
5.
6.

成立「中藥商產業精進計畫小組」。
舉辦三場專家學者會議。
研議現階段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證之可行性，。
舉辦北、中、南、花東，8 場針對中藥房管理業者法規及現代化概念之課程。
將培訓課程內容、講義編輯成專書。
繳交期末成果報告。

結果與討論：
中藥商產業精進計畫，旨在強化中藥房的管理，最新法規概念以及挹注現代
化經營管理策略，這正是現階段中藥房所需要的，在專家會議及九場的課程中皆
激發出產業精進的火花，在課程上加入更多自主管理、現代化經營及法規的觀
念，學員們普遍反映認同，課程滿意度更高達 95%，對於中藥商持續再教育更表
認同，最後北區一場台北場課程為因颱風延期至 9/7 日，宜花東精進課程，於花
蓮加開一場次，所以課程計劃依原規定為 8 場，加花蓮場為共 9 場。
關鍵詞：中藥商產業精進、中藥商現代化、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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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2-CP-010

Industry Enhancement Program Chinese
Medicines Traders
CHU, PU-LIN
The National Union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 of R.O.C

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s:
1. Strengthen pharmacy management industry in the latest regulations and modern
management strategy concept
2. stage deliberation traders who certified the feasibility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credits, to enhance the pharmacy business model.
3. held in nine games for the pharmacy industry regulations and modern management
concepts courses.

Method of implementation:
1. set up a "Chinese medicine traders Industry Enhancement Program team."
2. organize three experts meetings.
3. deliberation stage Chinese medicines traders continuing education credits certified
feasibility.
4. held in northern, central, south, Hualien and Taitung, nine games for the pharmacy
industry regulations and modern management concepts courses.
5. would be the training courses, lectures compiled into books.
6. summit final results report.

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dustry sophisticated traders who plan aimed at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pharmacy, the latest regulations inject modern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which is needed at this stage in the pharmacy, in the expert meetings and nine courses
are sophisticated stimulate industry spark in the curriculum to include more
self-management, modern management and regulatory concepts, participants generally
reflected recognition programs as much as 95 percent satisfaction, continuous
2

re-education for Chinese medicine traders agree more tables, and finally a Taipei
District field course is due to a typhoon postponed to 9/7, should spend the East
sophisticated courses in Hualien additional game times, so the lesson pla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iginal provisions of 8 games, plus a total of nine games for the
Hualien field.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traders industries sophisticated, modern pharmacy,
continu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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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計劃目的為，強化中藥房管理業者最新法規概念及現代化經營
管理策略，研議現階段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證之可行性，透過舉辦北、
中、南、花東，9 場針對中藥房管理業者法規及現代化概念之課程，提升中
藥房經營模式，並實地了解中藥商的需要的資源，最新法規概念以及挹注
現代化經營管理策略，這正是現階段中藥房所需要的。成立「中藥商產業
精進計畫小組」
，舉辦三場專家學者會議，研議現階段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
認證之可行性及辦法草案，在三場專家會議及九場的課程中皆激發出產業
精進的火花，在課程上加入更多自主管理、現代化經營及法規的觀念，學
員們普遍反映認同，課程滿意度更高達 95%，對於中藥商持續再教育更表
認同，最後北區一場台北場課程為因颱風延期至 9/7 日，宜花東精進課程，
於花蓮加開一場次，所以課程計劃依原規定為 8 場，加花蓮場為共 9 場。

貳、產業精進研習課程
舉辦北、中、南、宜蘭、花東，9 場針對中藥房管理業者法規及現代化
概念之課程，提升中藥房經營模式，並實地了解中藥商的需要的資源，最
新法規概念以及挹注現代化經營管理策略，最後北區一場台北場課程為因
颱風延期至 9/7 日，宜花東精進課程，於花蓮加開一場次，所以課程計劃依
原規定為 8 場，加花蓮場為共 9 場，全省參與課程人數共計 940 人，問卷
回收 720 份。
一、議程表：
活動議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備註

8:30~9:00

報到

9:00~9:20

長官及貴賓致詞

長官

9:20~10:50

中藥用藥安全及
環境建構與法規

政府長官

備有講義

10:50~11:00

休息

11:00~12:30

中藥房現代化概念及
自主經營管理

陳辭修

備有講義

12:30~13:30

午餐時間

備有便當
4

13:30~15:00

現代化中藥房門市管理

15:00~15:20

交流時間

15:20~17:00

現代化中藥房客戶行銷

陳春久

備有講義
備有點心

黃立人

備有講義

二、出席人數表：
台中

桃園

宜花東

台北

嘉義

台南

屏東

高雄

花蓮

105

63

79

113

120

87

110

223

40

三、全省巡迴場次
102 年度中藥商產業精進計畫
全省巡迴場次
5/18
台中場-維他露會議中心
台中市雙十路一段 123 號
6/13
桃園場-桃園縣衛生局 4 樓會議室
桃園市縣府路一號
6/23
宜花東場-宜蘭縣政府社會福利館第三
會議室
宜蘭市同慶街 95 號
7/13 (因颱風改期為 9/7)
台北場-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9 樓大禮堂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 號
7/21
嘉義場-國立中正大學演藝廳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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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台南場-法翰企業(股)公司會議室
台南市麻豆區麻口里麻豆口 32-1 號
8/4
屏東場-屏東縣衛生局 6 樓大型會議室
屏東市自由路 272 號
8/18
花蓮場-花蓮藍天麗池飯店會議廳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 590 號
8/25
高雄場-凱旋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0 號

四、問卷部份：問卷共回收 720 份問卷，回收份數約達出席人數 7 成 5，
非常滿意問卷達 90%以上，滿意達 5%以上，普通 4%以上，綜合目
前問卷統計，滿意度達 95%以上。

目前為止來上課，男女比例佔6:4，經營種類
以零售及零售批發佔9成。
現代化轉型需求

其他
8%

應對措施

結束營業
1%

無現代化轉
型與技術提
升的需求
24%

轉到其他行
業 增加OBT品項
3%
10%

維持
現狀
25%

加入連鎖體
系
8%

有現代化轉
型與技術提
升的需求
76%

進行轉
型升級
45%

轉型預算
80萬以上
11%

其他
11%

無
21%

61~80萬
2%
41~60萬
8%
21~40萬
18%

1~20萬
29%

需要哪方面的轉型協助？（可複選）
其他
2%
專業課
程培訓
20%

行銷公關企劃
9%
拓展相關中藥商
品
20%

服務品質改善
9%

POS等電腦資訊
導入 諮詢，輔導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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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店鋪改裝
16%

本課程能符合您的需求
0%

0%

5% 0%

非常滿意

本課程的活動演練實際

12%

非常滿意

滿意

41%

34%

滿意

普通

54%

0%

普通

不滿意

不滿意

54%

課程內容清楚而且可以理解

3%

0% 0%

講師的表達能力與帶領技巧
1% 0%

6%

非常滿意
40%

非常滿意

滿意

滿意

普通
54%

42%

不滿意

普通

54%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對講師的綜合評價

講師對於上課氣氛的塑造、與學員的互動
3%

0%

3%

0%

0%

0%

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滿意

滿意

50%
47%

6%

49%

普通

普通

48%

不滿意

講師的引導可以改正我的觀念或行為

0%

不滿意

教材編撰清楚完整

0%

0% 0%
8%

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

38%

滿意

44%
50%

滿意
普通

普通
不滿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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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

1%

場地、設備完善
0%

7%

非常滿意
滿意

43%

普通
不滿意

49%

0%
5%

對本課程的整體印象

0%
非常滿意

41%

滿意
普通

54%

不滿意

五、問卷回饋建議統整：
本次課程受到很大的迴響，中藥商也提供許多建議，我們挑選部份重點
建議如後，我們歸納出幾個重點如下：
(一) 中藥房希望能擁有調配權利及執業之資格，調配的精神並不僅於對
中藥材的認知及配對即可，而是對藥材及人體影響的了解，台灣仍
有許多令人敬配的老師傅，可以特聘這些師傅開相關對於中藥材辨
識課程、炮製等必修課程，從根本提升中藥從業人員素質，讓文化
得以生存延續。
(二) 藥房採用條碼的格式統一化，是必行趨勢，只是單店採用有實質上
的困難，例如軟體建檔與劑量上控制，庫存管理等希望有一致性的
編碼原則及配套措施。
(三) 進行現代化的轉型許多中藥商皆表認同但資金輔助及資源挹注，是
他們的一大重點，他們個個都有近半百的經驗及祕技，但沒有從事
中藥產業的有志青年能有來接手，文化無法傳承更遑論現代化轉型。
(四) 此次課程挹注許多現代化觀念及行銷經營觀念，應多多舉辦使其成
為常態性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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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場課程花絮
長官及貴賓致詞
勉勵現代化

學員認真加強
實力取經實景

9

團體合影

講師授課認真
無私分享

10

講義,識別證
及問卷

電子數位
BANNER

全開議程
海報

休息時間補充
一下體力

相互交流商機
及法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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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立推動小組召開專家會議
邀集之專家學者名單含括中藥產、官、學、研界領域之專家，成立「中
藥商產業精進計畫」之推動小組，並針對產業精進計畫於三月份至十一月
份分別召開三場專家學者會議，就研議現階段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證之
可行性、提升中藥房經營模式、中藥房管理業者法規及現代化概念之課程
與提升中藥從業人員知能之教育訓練的施行成果進行評量檢討，並提出具
體建言，必要時邀請中醫藥委員會、衛生署或部份地方衛生機關代表與會
指導。
一、專家學者名單：
專家

現職/經歷

朱溥霖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

陳辭修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顧問
台北醫學大學 助理教授

黃奇全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理事長

陳玉利

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

連俊英

台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謝慶堂

高雄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林承斌

中華民國中藥發展基金會 董事長

黃立人

美斯可資訊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宗修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研究所藥學 博士

陳春久

CPC 生產力中心 顧問

王鵬豪

中藥委員會中藥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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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
會議上針對本次精進計劃的全省巡迴課程內容及方向部份作了很多討
論，也同時初步討論研議現階段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證之可行性，會議
記綠如下：
102 年度「中藥商產業精進計畫」研究計畫案
第 1 次專家會議
會議記綠
日期：102 年 4 月 9 日

會議主持人：朱溥霖

記錄人：金思吟

出席專家委員：
朱理事長溥霖、高主任祕書文惠、王組長鵬豪、陳教授順達、林董事長承
斌、吳組長宗修、連理事長俊英、林理事長春夏、謝理事長慶堂、洪理事
長宗鎮、陳總經理崇哲、陳祕書長玉利
全聯會專家委員建議：
 建議創辦中藥專門學院，整個產業鏈提升，由教育角度從培育師資再
去做傳承。
 產業精進計畫需要加強中藥商心態的再教育，經營者認為中藥商行業
已落末且無法傳承，必需先給中藥商穩定心安再去求精進。
 產業精進計畫，仍需構築在產業得以傳承延續之下，不賣 OTC 的東西
中藥商無法立足，抓藥調配已無法傳承時，仍可以靠部份 OTC 商品得
以傳承，但許多 OTC 商品都由原中藥材調配而來，好的藥材仍很多，
不應全面抺滅，中藥材部份商品建議可以開放虛擬通路販售；可以運
用分級管理制度，讓多食無害的中藥材及食品等可以部份開放，在此
制度管理之下，可以讓中藥材的食補理念得以傳承，讓我們看到未來
及希望，讓整個產業得以延續。
 藥師實際經營中藥的人並不多，希望仍開放中藥商執照。
 產業精進計劃，除了強調門市管理及鮮明几亮外，中藥房的特色更要
展現出來，從故事面、服務面等延續中藥房的故事，服務的精神及態
度。
 建議可辦理認証辦法，經過軟硬體的評比後，授予 ＂優良中藥店＂的
標章。
王鵬豪組長建議：
許多法令政策是在保護中藥商的權益，網路通路一但開放，將會有許多我
們管不到的第三國也參與其中，這需要更精準研擬各項措施，及聯合其他
單位共同來配合，難度較高。
13

高文惠主祕建議：
 之前應有相關的計畫及相關成果研究，我認為應先了解後在初步的基
礎上再加強落實。
 各位理事長的建議我們必會納在期中或期末檢討中討論，但此精進計
畫仍需各在地理事長多多幫忙鼓勵會員參與。
 自主管理計畫部份，應多用正面積極及正向鼓勵的方式。
 執業登記及繼續再教育部份，建議執業登記的規劃不要涉及，而繼續
再教育部份可以用學分制，正向鼓勵來上課，師資培育部份我想很多
老前輩應很樂於分享。
 網路銷售的部份，它涉及了網路零售業者規範等，但網路不失為一戰
場，如今年經費上許可，我們將有機會再為此開立一專案研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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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日召開第二次會議：
本次會議上對於精進計劃的全省巡迴部份已執行完畢，提出課程執行
後學員們的反應及影響力，對於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證之可行性，全數
委員皆支持，也會一同推動，會議記綠如下
102 年度「中藥商產業精進計畫」研究計畫案
第 2 次專家會議
會議記綠
日期：102 年 11 月 5 日 會議主持人：朱溥霖

記錄人：金思吟

出席專家委員：
朱理事長溥霖、陳教授順達、林董事長承斌、黃副理事長奇全、連理事長
俊英、林理事長春夏、洪理事長宗鎮、王教授瑞蓉
專家委員建議：
 此次全省巡迴課程很成功，唯仍有部份區域無參與大，希望如有經費
能持續且擴大辦理。
 產業精進計畫希望也能吸納下一代或中醫藥科系的學生來參與課程，
讓傳統經驗得以傳承，新的思維活化產業
 許多學員認為上課時間太短，講師無法盡情授課，建議能舉辦成階段
並常態性之課程。
 建議能建立中藥商諮詢專線，或成立顧問群，能提供中藥商針對經營
管理或藥材諮詢
 藥師實際經營中藥的人並不多，希望仍開放中藥商執照。
 貿服對中藥商的影響眾說紛紜，希望能有個座談會或說明會，讓中藥
商能了解其中關係，並以之因應。
 現代化中藥轉型經營，目的在於希望能給下一代持續經營，文化傳統
得以延續，建議有現代化的轉型示範點。
 中藥房現代化經營，城鄉在經營及文化上是有差別的，建議兩者可應
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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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日召開第三次會議：
本次會議上對於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證之可行性，皆支持，並針對
對象，執行單位，教育內容做討論，會議記綠如下
102 年度「中藥商產業精進計畫」研究計畫案
第 3 次專家會議
會議記綠
日期：102 年 11 月 11 日 會議主持人：陳辭修
記錄人：金思吟
出席專家委員：
陳教授辭修、林董事長承斌、黃副理事長奇全、連理事長俊英、林理事長
春夏、王教授靜瓊
專家委員建議：
 持續再教育學分的課程，對象應該鎖定為已執業且有興趣想要持續經
營的人員，避免資源的浪費。
 再教育學分課程應分別為已執業持續再教育以及準備執業再教育，EX:
需開藥局並需要再經過藥局實習及教育學分滿 24HR 才可執業的資
格，執業後應每年進修，取得學分才得以一直持續執業，以此方式提
升中藥商產業人材。
 建議把獨具特色的鄉鎮列為精進計劃的首要，許多鄉鎮如苗栗地區
等，他們保有許多原來的傳統，這些傳統技術應得保存，再加上現代
化經營，必能使中藥商走出不一樣的格局。
 培育新一代人才，再教育學分可擬出讓相關科系大學學生進修，注入
新血，培育下一代人才，使中藥商產業活絡。
 網羅各地中藥商公會一起來共同推動。
 課程講師除具學歷上資格，應特聘具專業技術人員，讓古老的傳統可
以由老師傅教授，得以傳承。
 如將中藥商現代化經營或許能走出一番不同的局面，進而將這個＂品
牌＂推廣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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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議中藥商持續教育學分認証之可行性
一、 授權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二、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三、 認証單位：中華民國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四、 參與對象：中藥商執業人員
五、 認証機制：
1. 每年積分認証 24 HR
2. 成立審核小組，審核作業流程
3. 中藥專業課程，以領域別分
(1) 中藥概論
(2) 本草學(包括本草綱目等各種典籍，各種中藥之單元性能考
察、配伍及禁忌之研討等)
(3) 中藥方劑學與其實驗(包括中藥方劑理論，各類成分研討，中
藥丹、膏、丸、散、湯、膠、露、酒等製劑之研究)
(4) 中藥炮製學與其實驗(包括中藥材之煉、炮、炙、煨、伏、曝
及其他加工調製方法研究)
(5) 生藥學與其實驗(包括藥用植物、動物、礦物及各該藥物構造
之鑑別、藥理藥效分析)
(6) 中藥現代化經營管理(包含客服、行銷、進銷存、品牌建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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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主示範點說明
一、現代化中藥房必需具備
項目

現代化中藥店

整體視覺

明亮

用藥

安全專業

識別

清楚

販售觀念

養生保健

儲藏方式

環保衛生

店家環境

舒適整潔

經營方式

多元性

營運工具

E（電子資訊）化

二、現代化日本中藥連鎖店
圖示中完全依照，明亮、清楚、乾淨、整潔、產品標示明確以及附合
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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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中藥舖現況
尚稱整潔乾淨，但標示不清，且有時不明燈，多為家庭及商業空間混
合方式經營，雖有親切感，確容易有不專業形象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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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行中之示範店家
示範店家：台中 懷德堂
示範時間：2013/5 月~2013/11 月
示範圖片說明：門市乾淨明亮，並與家庭空間分開。

示範店家：台中 銓鴻中藥房
示範時間：2013/5 月~2013/11 月
示範圖片說明：門市明亮，內場也窗明几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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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店家：北港 恆順堂
示範時間：2013/5 月~2013/11 月
示範圖片說明：店內明亮几淨，產品標示明確清楚，備有諮
詢櫃枱。

示範店家：新北市 登義中藥房
示範時間：2013/5 月~2013/11 月
示範圖片說明：店內明亮几淨，產品標示明確清楚，備有諮
詢櫃枱，店內人員穿有統一的制服等，塑造
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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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中藥房現代化管理觀念普遍認同但不知如何落實，已建立出一套自主
管檢核表（詳如柒、圖表內）提供參考。
二、中藥商精進計劃巡迴課程深得廣大迴響，這正是中藥商們所需，建議
應持續並擴大辦理。
三、自主管理可以挑選示範點進行輔導及補助，讓中藥商其他商家看到改
變進而一起推動。
四、應可仿效台中市衛生局自主管理模式，全面推動 ＂食在安心計劃＂。
五、中藥房的技術及智財權的推動。
六、持續再教育學分應分已執業及具備執業資格但未執業者，來進行分階
段的學分教育，讓已執業能每年回來進修，未執業者增進經驗值，讓
中藥商產業能真正精進，避免資源上的浪費，也能開創一番新格局。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2-CP-010 提供
經費贊助，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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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圖表
本次活動為強調現代化及一致性的視覺，讓中藥商升級有感，本次特
別設計本案整體活動視覺，不論 BANNER 或手冊、桌牌、立牌、識別證等
週邊皆採用統一視覺，本次手冊許多學員一致稱讚，許多公會有多預留幾
本做為教材及範本供沒法參與的學員翻閱，唯本次預算有限，如果能一併
設計提袋相信辨識度及訊息溝通宣傳效益會更高。

橫幅掛報

議程海報
27

指引牌

桌牌

識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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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活動週邊(報名表)

面對全球市場的競爭及台灣政令的轉型，中藥商如何才能從中獲得一
線商機呢?!
中藥商產業精進課程將讓您更深入了解如何在中藥商所面臨的各項挑
戰中妥適因應，進而振興產業版圖，創造有利商機。
課程內容：
時間
9:20~10:50
11:00~12:30

課程內容
中藥用藥安全及環境建構與
法規

講師

備註

政府長官

備有講義

陳辭修

備有講義

中藥房現代化概念及自主經
營管理

12:30~13:30 午餐時間

課程重點
最新法規概念
經營模式及自主管
理方法

備有便當

13:30~15:00 現代化中藥房門市管理

陳春久

備有講義

15:20~16:50 現代化中藥房客戶行銷

黃立人

備有講義

現代化門店經營管
理策略
現代化行銷及客戶
關係維護

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後回傳至 02-23958396 或電洽報名專線 02-23957976
全省巡迴場次：
5/18(六)台中場
7/21(日)嘉義場

6/13(四)桃園場
6/23(日)宜花東場 7/13(六)台北場
7/28(日)台南場
8/04(日)屏東場
8/25(日)高雄場 8/18(六)花蓮場
研習營報名表

姓名：

連絡電話：

商家名稱：
欲報名場次：□5/18 台中場 □6/13 桃園場
□ 6/23 宜花東場□7/13 台北場□7/21 嘉義場
□7/28 台南場□8/4 屏東場□8/25 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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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註明：
□葷
位

□素

位

 本次活動週邊(問卷)
中藥商課程問卷
您的意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以利我們後續活動的推動,感謝您的回饋。
一． 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性別: □男
□女
年齡:□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目前經營所在地:
(縣市)
開業年資:
年
經營種類:(可複選) □進口商(大盤)
□批發商(中盤)
□進口兼批發
□零售
售兼批發
□ 其他
平均營經額:
概約以萬元計

□零

二． 轉型現代化需求評估：
1. 請問 貴店有無現代化轉型與技術提升的需求: □有 □無
2. 面對經營競爭的環境變動，貴店可能採取的應對措施（可複選）
□維持現狀 □進行轉型升級 □加入連鎖體系 □增加 OBT 品項
□轉到其他行業 □結束營業 □其他
3. 若欲現代化轉型，您認為多少預算是合理合宜的金額？
□無預算 □1~20 萬 □21~40 萬 □41~60 萬 □61~80 萬 □80 萬以上 □其他
4. 在中藥店的轉型過程中，您希望有哪方面的協助？
□行銷公關企劃 □拓展相關中藥商品 □現代化店鋪改裝 □諮詢，輔導
□POS 等電腦資訊導入 □服務品質改善 □專業課程培訓 □其他
三． 課程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 本課程能符合您的需求











2. 課程內容清楚而且可以理解











3. 本課程的活動演練實際











4. 講師的表達能力與帶領技巧











5. 講師對於上課氣氛的塑造、與學員的互動











6. 講師的引導可以改正我的觀念或行為











7. 對講師的綜合評價











8. 教材編撰清楚完整











9. 場地、設備完善











10. 對本課程的整體印象











題

目

請利用下面的空白行，對本課程做進一步的評論，並指出你認為什麼是本課程的特別重點，
此外，也歡迎提出任何建議，因為透過您的回饋，我們才能更加盡善盡美，謝謝您的參與及協助！

活動場次:宜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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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13.6.23

 自主管理檢核表

中藥店面行銷診斷輔導工作-經營策略管理綜合評核表
評 核 店 家 ： ___________
評 核 顧 問 ： ___________
項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項目
1
2
3
4
5
6
7
項目
1
2
3
4
項目
1
2
3
4
5
6

___年 ___月 ___日 __時 __分

人員管理 評核項目

評
分

5

4

3

2

1

評
分

5

4

3

2

1

評
分

5

4

3

2

1

評
分

5

4

3

2

1

出勤-刷卡（打卡）確實不可找人代刷。
服裝儀容整齊清潔且待人親切友善。
名牌正確配掛。
經常保持微笑。
接待用語常掛在嘴上，如：對不起、請稍候等。
對中藥店販賣商品是否瞭解及清楚其功效。
不可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聊天。
不可背後批評同事。
女性員工著淡妝，不可濃妝艷抹。
對於行動不便客人，能適時趨前攙扶。
現場管理 評核項目
中藥店內照明器具可正常使用。
冷氣空調正常開關，過濾網有按時清洗。
CD音樂依規定播放。
廁所清潔暢通無異味。
煙灰桶、垃圾桶依規定打掃乾淨。
地板清潔，不可有口香糖等汙垢。
壁面、陳列架上不可有不必要之張貼物及懸掛物。
店四周管理 評核項目
招牌、室外照明正常。
中藥店外圍打掃清潔。
玻璃櫥窗、牆壁、柱子等，皆不可有不必要之張貼物。

機車要停放整齊，不可擋住出入口，妨礙進出。
倉庫管理 評核項目
衣物、用品、手提袋要放置於櫃內。
貨架上的商品要排列整齊。
通道不可有障礙物。
辦公桌要收拾清潔。
不可堆放不必要的閒置物品。
食物、飲料、水果不可任意放置，要整理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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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項目
1
2
3
4
5
6
7
項目
1
2
3
項目
1
2
3
4
項目
1
2
3

商品陳列 評核項目

評
分

5

4

3

2

1

評
分

5

4

3

2

1

評
分

5

4

3

2

1

評
分

5

4

3

2

1

評
分

5

4

3

2

1

陳列架不可有灰塵，陳列品不可有缺貨。
陳列品要整齊，商品分類須正確。
陳列品不可有瑕疵或污損。
陳列品擺設不可呈現稀疏感或擁塞感。
瑕疵、報廢品不可隨意放置。
進貨商品處理完畢後，立即陳列出來。
撥貨商品立即處理完畢並裝箱送出。
瑕疵、報廢品要按規定處理完畢。
客人預購商品必須提早補入。
補貨商品及早進貨完畢。
後續補貨須與商品部確認連絡並盡快補充。
進貨、驗收、差異處理。
暢銷品、滯銷品提報處理。
財務管理 評核項目
有效運用每筆店鋪經費。
現金收支表登錄、提報、餘額均須正確。
按時匯款及提報明細週報。
店鋪週轉金保管。
週轉金金額是否正確。
匯款作業要照指示進行。
匯款明細週報要準時送回公司。
顧客管理 評核項目
抱怨處理。
顧客基本資料建立。
顧客良好關係建立。
店資產管理 評核項目
建物維修、異常點提報。
設備、雜器維修、管理。
水電管理。
POS管理。
公司政策執行 評核項目
總部政策宣導及貫徹。
通告轉達，徹底執行。
員工對公司的意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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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2
3
4
5
6

評
分

安全管理 評核項目
保全系統確認。
門戶安全確認。
電氣瓦斯確認。
中藥店內、外圍四周安全確認。
建物、招牌安全堅固與否確認。
店面竊賊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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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2

1

中藥店面行銷診斷輔導工作-服務品質管理評核表
評 核 店 家 ： ___________
評 核 顧 問 ： ___________
序
號

___年 ___月 ___日 __時 __分

評比內容
類別

項目

細項

評
分

職員面帶微笑，且精神飽滿

1

2

3

4

5

與顧客眼睛交流互動
倒茶（咖啡）禮儀舉止適宜，杯
容物冷熱適度
接待禮儀 「歡迎光臨」的禮儀適宜
「謝謝，並歡迎再次光臨」禮儀
舉止適宜
人員服務
「對不起，讓您久等」禮儀舉止
適宜
服裝儀容乾淨整齊
電話禮儀 鈴響三聲內接電話
營業話術應對技巧適宜
正確收錢與找零
銷售應對
將收據交給顧客
檢查顧客是否遺忘東西
分類
製造日期
溫度
產品品質
濕度
味道
鮮度
辦公室規劃合宜
店鋪設備配置合宜
整齊
店鋪商品配置合宜
盆栽植物擺設適宜
店鋪外側周圍有無垃圾堆積
招牌清晰
空間整齊
玻璃明亮
清潔舒適 清潔
收銀櫃檯周圍乾淨整潔
洗手間潔淨，並定時除臭
產品陳列處整齊潔淨
照明設備明亮舒適
舒適
空調設備調節適宜
座椅舒服
建立顧客
基本資料
培養顧客
顧客關係 良好關係
抱怨處理
與後續追
蹤
顧客滿意
度衡量表
顧客滿意 製作
度衡量
衡量表結
果統計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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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2

1

備註

中藥店面行銷診斷輔導工作-行銷管理評核表
評 核 店 家 ： ___________
評 核 顧 問 ： ___________
序
號

評比內容
類別

項目

店鋪所在地的工具

1

___年 ___月 ___日 __時 __分

評估店舖
視覺認知
性

商圈內的工具

細項

評
分

5

旗杆店鋪
屋頂招牌
主招牌
側面招牌
店門兩側的招牌
旗幟
集團標誌
停車場裡的招牌
車站廣告
樹叢裡的招牌
A型招牌
燈光照明
長條旗
懸垂幕
海報與告示牌
遮陽傘、遮陽篷
樣品櫃
其他
立在野外的招牌
廣告牌
樓頂招牌
牆面招牌
電線杆招牌
火車站內的招牌
附近的廣告
其他

綜合評價

店鋪前道路吸引力

2

評估店舖
設施
店鋪設施舒適度

店鋪前面道路特性
路旁側道的狀況
有無交通規則
堵塞的狀況
進停車場是否方便
其他
店鋪空間容量
有無吸菸區與禁菸
區
洗手間功能
等候室功能
停車場的容納能力
店外照明
內外裝潢的特徵
其他

綜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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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有 /無 阻 礙 物

備註

3

分析行銷
活動

4

營業狀況
的評論

5

調查競爭
對手

6

調查人群
聚集的場
所

散發廣告單、夾報
廣告單、郵寄廣告
單
散發宣傳小冊子
散發免費分券（折
價優惠券）或夾報
散發有附加購物條
件的免費券（折價
優惠券）
散發自由折價優惠
券
散發通用優惠券
散發有獎問卷
散發代金券
實施每日折價券
實施每週折價券
實施每月折價券
實施對學生折價優
惠
實施每日一物優惠
實施每週改變折價
率
散發憑固定金額以
上的收據兌換的免
費券（折價優惠
券）
舉辦抽獎活動
實施電話訂購、送
貨上門
贈送員工、員工的
家人折價優惠券
贈送員工、打工人
員的朋友折價優惠
券（免費券）
訪問法人、訪問公
司行號
與不同行業的店鋪
合作
其他諸活動
綜合評價
銷售額
顧客數量
顧客平均消費額的
變化趨勢
以月和週為單位的
交易動向（顧客層
的特點和變化）
綜合評價
競爭對手的數量及
地段位置上的比較
競爭對手的生意興
隆程度
QSC等級
促銷等級
綜合評價
交通據點
商業集中地
娛樂休閒場所
住宅區
辦公場所
學校
醫院機構
各種團體
政府機構
其他場所
綜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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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2-CP-011

臺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
宣導
陳錦雄
台東縣藥師公會

摘

要

研究目的：
臺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乃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前
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100 年度及 101 年度委辦臺灣中部地區暨澎湖離島地區及
臺灣南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的延續性調查計畫。
本年度計畫由台東縣藥師公會結合宜蘭縣、花蓮縣藥師公會組成計畫團隊，
調查宜、花、東民眾的中藥用藥習慣，並辦理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以加強民
眾中藥的用藥認知，確保用藥安全。

研究方法：
本計畫設計結構性問卷，民眾基本資料之外，包括西藥、中草藥及保健、養
生產品的購買、使用情形，看診、就醫的習慣，就醫、領藥主動告知的認知，藥
品併用情形及服用中草藥與保存的認知，中草藥的資訊來源等問題，共 25 題。
另，設計與宣導活動相關，可評估民眾學習成效的中藥用藥認知問題 10 題。
宜、花、東三個公會各完成 350 份問卷調查及 5 場社區民眾中藥用藥安全宣
導活動及完成前、後測評估問卷 400 人次以上。

結果與討論：
民眾參與宣導活動時，評估問卷前、後的成效，填答的正確率由 74.8%提升
至 93.0%，顯示宣導活動有提升民眾中藥用藥認知的成效，但宣導活動應持續、
定期舉辦，以深植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成效。
習慣調查問卷 1050 份，性別以女性居多有 57.0%。民眾住居情形以與配偶同
住最多，若同住者皆為樂齡族，用藥安全值得注意。
用藥認知與習慣方面，使用預防保健或養生產品，新住民無使用習慣明顯高
於漢族與原住民。而有使用產品習慣者，以綜合維他命居多，其次為保健食品或
健康食品，此一習慣與中、南部地區民眾的調查雷同。東部地區調查的族群中者。
1

16.2%的民眾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過敏的藥物或食物。56.6%民眾認為中藥藥性溫
和、無副作用。半年內同時看西醫與中醫者有 33.7%。長期服用的藥品依序為三
高慢性病的降血壓、降血糖藥、降血脂，而同時有中草藥活其他藥品者有 20.7%。
民眾就醫或領藥時應主動告知的認知方面，約有 15.8~31.9%不會主動告知醫師同
時就醫情形及身體狀況或不會告知目前用藥、自行服用的藥品或養生產品。
綜合本次調查，東部地區民的主動告知複向就醫、目前或自行用藥及併用藥
品，以及曾過敏藥物、食物，中藥藥性、副作用等正確認知，有待加強。原住民
與新住民的用藥習慣調查問卷，必須從新設計，才能適當反映其用藥習慣與認
知，而原住民及新住民接受中藥用藥宣導活動較少，因此持續舉辦「停、看、聽、
選、用」及用藥「五要」「五問」與「五不」的認知宣導教育，才能深植正確中
藥用藥知識與觀念，養成正確用藥習慣的效果。
關鍵詞：中藥用藥習慣、問卷調查、藥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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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Program of Herbal Habit and
Promoting Safe Use of TCM in East Taiwan
Chen chin-shiung
Taitung county pharmacist Association

ABSTRACT
Survey program of herbal habit and Promoting safe use of TCM in East Taiwan is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continuity survey of herbal habit plan.

Aim: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herbal habit and drugs safety

Method:
A questionnaire assessment herbal behaviors survey design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We have recovered 1050 questionnaire from East Taiwan. The data collection
was by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Results & Discussion:
Herbals habit questionnaire southern issued 1050 copies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in
this project. Comprehensive data analysis of the TCM drugs habit, the east, south and
the middle Taiwan of people with cognitive differences is not obvious. Most people
have simultaneously with a multi-vitamin and repeated medical treatment with
Western medicine, TCM and self-medication or, health food and other alternative
products. Therefore, to educate people to medical treatment or prescriptions of
medicine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form the more important, and pharmacist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are for people to buy medicine or to consultation, pharmacists
remind the drug-herbs, vitamins and health fooduse of safe behavior.
In this survey program, Peoples to buy herbs in Herb stores about 44.5% were
higher than community pharmacy 10.1%. So, pharmacists operating TCM products
and services needed enhancing. Another, we must also remind people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form the doctor of medical attention and prescriptions, in order to avoid
the harm of drug interactions events.
3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we suggested to design a drugs safety planning
curriculum into the medication education program. Pharmacists could realize to
promoting safe use of TCM. It would enhance peopl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rbal
drugs safety.
Keywords: herbal habit, questionnaire, TCM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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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3 年起，台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數之 7.1%。正式邁入
高齡化社會，且預估將逐年增加。人口老化對長青族的健康及疾病預防、
健康促進、社會福利等，產生國家經濟的衝擊與影響，而老年人對自我療
護與養生保健的觀念也日益重視(1)。臺灣日治時代，民眾醫療需求漸以西醫
為主，而傳統中醫藥對台灣民俗影響深遠，例如「立冬、補冬」等民俗養
生習慣以及中藥「藥性溫和、適合有病治病、沒病強身」的普遍認知 (賴振
榕 2011，宓哲華 2012) 。一般民眾對中醫藥的認知以及傳統的中草藥使用
經驗與西藥比較上認為西藥副作用多(2)，且近年來學者的調查顯示，基層中
醫診所之資源分布、競爭，以致醫療資源的使用、浪費(許碧芳，2006)，民
眾對中醫醫療有複向求醫行為(曾雅玲，1999)及中醫醫療利用率也都呈現成
長趨勢(蔡文正，2007)。
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前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品質資料，全
民健保門診醫療資源中，民眾使用中醫藥的比例約 15%。在中醫門診總額
支付制度專業醫療服務品質指標 4.2「中醫癌症病患同時利用西醫人數比率」
逐年增加，100 年已達 61.37%(4)，可能與近年臨床研究證實某些中藥方劑可
增強患者免疫功能力，降低西醫治療副作用有關，而增加癌症民眾於化學
治療或放射線治療期間輔以中醫治療降低不適感。然而，民眾對中西醫療
逐年增高的利用率，不代表對中醫藥有足夠的認知(曾雅玲，1999)，而民眾
的中醫藥知識對其態度及使用中醫藥意願皆有顯著的影響(黃嵩竑，2012)。
鑒此，民眾對中醫藥認知與態度、使用意願，可能影響中草藥養生的
習慣，而使得中、西醫療及中草藥的合併使用行為增加，因此調查了解民
眾中藥用藥習慣及對於藥物合併使用的交互作用或不良事件的認知更顯有
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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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計畫乃延續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前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100 年度臺
灣中部地區暨澎湖離島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CCMP99-CP-015)及 101 年
度臺灣南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CCMP101-CP-003)等委辦計畫，由
台東縣藥師公會為主題，結合宜蘭縣、花蓮縣藥師公會組成計畫團隊，共
同承接 102 年度計畫，負責調查臺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及用藥安
全宣導活動。
調查之習慣問卷設計、宣導種子藥師培訓及計畫執行等之規劃，由曾
執行 100 年度中部、101 年度南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計畫之藥師公
會全聯會常務理事協助。宣導種子藥師之教育訓練及計畫相關學術指導
等，禮聘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慈濟大學及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等教授群。
二、研究對象
中藥用藥習慣調查之對象，為宜蘭、花蓮及台東三個縣市。由各縣市
公會採取分散之縣市或鄉鎮的社區藥局藥師協助調查，以避免樣本集中取
樣之缺失，取樣之對象為社區民眾或至藥局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民眾
為主要來源。
三個參與計劃之縣市分別負責 350 份問卷，調查採不記名方式由民眾
自主填答，年長或不識字者，可由藥師解說協助填答，計畫預計完成 1050
份問卷。
三、研究工具
綜合參考中醫藥司 100 年度中部地區、101 年度南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
習慣調之問卷格式、相關學術之問卷調查文獻及中國醫藥大學李彩娟之指
導，研擬本次計畫使用之結構式問卷做為中藥用藥習慣調查之用。問卷之
效度由請計畫諮詢專家、醫院、診所藥師及經營中西藥業務之社區藥師共
七位進行內容效度檢定，依其建議進行內容修訂後，呈送中醫司審定，備
查後進行調查。
問卷內容包括(一)基本資料：民眾的性別、年齡、居住地、族群、教育
程度、婚姻、職業及家人醫療背景等。(二)用藥習慣：過去 1 年及目前的就
醫方式、中西醫就醫情形、動機與主訴現行用藥等之認知與習慣。中西藥、
健康（保健）食品或維他命等產品在過去一年曾使用及目前使用之品項、
服用方式，購買或使用的動機、購買產品及醫藥產品資訊的來源，中草藥
儲存與舊藥處理等習慣與認知共 25 題。（附件二、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
習慣調查問卷）
用藥安全提升之宣導活動，以社區民眾為對象，由種子宣導講師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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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製的公版教案，自行依對象彙整包含評估宣導成效問題之適當教
材，並製作中藥滷包及採購計步器，提供填寫中藥用藥習慣問卷之增品及
宣導講師做為獎品徵答之用，以提高民眾填寫意願及參加宣導活動、專注
聽講、填寫宣導成效評估問卷之意願。
四、計畫實施步驟與方法
(一) 本計畫首先由計畫主持人召集縣市公會理事長及計畫團隊成員會
議，研議計畫分工與進度之規劃。計畫共同主持人(縣市公會理事
長)，負責當地中藥用藥習慣問卷調查 350 份、宣導活動 5 場之分
配、推行、追蹤及落實執行進度。
(二) 召開學術專家諮詢會議，參酌東部地區經濟人口學資料及衛生福
利部中醫藥司臺灣原住民藥用植物彙編，檢討灣中部地區暨澎湖
離島(CCMP99-CP-015)及臺灣南部地區(CCMP101-CP-003)之中
藥用藥習慣問卷、公版教案以及用藥安全宣導等建議，修正問卷
再呈送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核備。
(三) 分區專家會議及宣導活動時，將邀請當地縣市衛生主管機關、藥
劑生、中醫師公會及中藥商公會的參與，以擴大藥事團體之參與
及宣導活動之進行。
(四) 參 酌 台 灣 中 部 暨 澎 湖 (CCMP99-CP-015) 及 南 部 地 區
(CCMP101-CP-003)計畫，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於期中報告與期末
成果審查意見，經專家及團隊會議討論習慣問卷、宣導內容、主
題，依專家會議決議之修正意見，修正後送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
司審查。
(五)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種子講師培訓課程將參酌中部與南部的主題及
臺灣原住民藥用植物，經專家會議討論後，邀請教授、專家授課。
(六) 東部地區縣市狹長，宣導種子講師培訓課程將分三個縣市舉辦，
以增加藥師參與人數，課程將開放藥劑生報名。
(七) 共同主持人提供 CCMP99-CP-015 及 CCMP101-CP-003 二次彙整
「有毒植物、養生中藥、用藥五不」等教案，供專家及團隊成員
參酌後，再彙整成 1. 中草藥基本常識 2. 常用中草藥 3. 中藥用
藥安全 4. 花東常見有毒植物及原住民藥用植物 5. 中西藥交互作
用等主題及內容，以供種子講師宣導中藥用藥安全之用。
(八) 培訓後將舉辦種子講師座談會，由共同主持人或參與台灣中部暨
澎湖(CCMP99-CP-015)及南部地區(CCMP101-CP-003)計畫的專
家陳金火藥師、宓哲華藥師，簡介宣導教案、簡報製作與宣導技
巧等經驗，以利宣導中藥用藥安全之成效。
(九) 習慣調查前將舉辦參與協助民眾填寫問卷調查之社區藥局藥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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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團隊會議，提醒注意調查對象需包含性別、年齡層（青少年、
中年與老年）三種族群、教育程度等，以提昇樣本的參考價值及
社會經濟人口學分析與用藥認知態度行為等探討。
(十) 中藥習慣問卷回收完成資料建檔後，敦請中國醫藥大學生統研究
所李采娟教授指導東部數據之分析，未來再整合與中部、南部之
調查結果做問題之分析，以利分析中部、南部與東部民眾習慣之
差異性及結果討論，撰寫成果報告、投稿。
(十一)問卷之統計與分析：本計畫在完成各項問卷、標準使用步驟評
估及社區民眾滿意度後，以透過 SAS、SPSS 12 版、Excel 套裝
程式進行統計分析。
1. 以基本資料及步驟正確性等以次數分配、百分比說明獨立變
項的分佈狀況，以平均數、標準差說明連續變項的分佈狀
況，來瞭解各區內基層藥事人員及社區民眾接受宣導活動
後，對”中藥用藥安全等”認知之差異
2. 習慣問卷之樣本數，預計完成 1050 份。資料依調查對象之
縣市、性別、族群、年齡層、教育程度等社會經濟人口學
分析與用藥認知態度行為等探討，分別探討不同年齡層及
性別之中藥用藥認知。
五、辦理方式：
(一) 研究人力工作分配：
1. 計畫縣市理事長等協同主持人負責邀請衛生單位長官及中醫
師、中藥商及藥劑生公會等藥事相關公會理事長擔任計畫專
家、顧問及縣市區域計畫推展活動時程及統籌計劃成果研討等
事宜。
2. 計畫縣市理事長等協同主持人邀請長期熱心社區藥事照護及中
藥業務之推展之社區藥局藥師，協助、拜訪社區協會、村(鄰里)
長，以進行問卷調查及安排宣導場地及時程。
3. 共同主持人賴振榕藥師(曾任 CCMP99-CP-015 計畫主持人，
CCMP101-CP-003 協同主持人)負責參酌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補
助已完成的相關計畫，邀請產官學界擔任專家、顧問，以指導
計畫、文宣、教案內容及問卷內容之正確性。協助主持人撰寫
計劃書及成果報告書。
4. 研究員負責聯繫計畫之進行、資料回收與進度追蹤等工作。
5. 計畫兼任研究助理擬敦聘 李采娟教授之博士研究生負責問卷
資料譯碼、建檔、統計分析等。
6. 擬聘任之專家學者包括中醫藥學術教授，中部、南部類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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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全聯會、縣市公會幹部，以協助指導計畫內容、教案、
培訓課程等事宜。專家會議再邀請衛生主管機關、衛生所、中
醫師、藥劑生、中藥商等藥事團體理事長參與，指導、協助計
畫之推展。
中醫藥相關教學、研究之學者專家暨藥師公會重要幹部
姓名/職稱
謝明村教授
張永勳教授
郭昭麟教授
李采娟教授
楊政哲副教授
侯鈺琪副教授
何玉鈴副教授
盧國樑副教授
林宜信教授
黃慧棻副教授
柯建新老師
賴尚志助理教授
陳金火常務監事
李蜀平理事長
林振順常務理事
陳合成常務理事
趙正睿常務理事
陳福龍理事長
宓哲華常務監事
陳喜泉中醫師
盧鎮中 藥師
莊義明中醫師
蔡德憲、陳昭宏
范龍昇、蔡慧卿
廖子輝、廖秀玲
林子舜、林啟一

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管理學院生物統計研究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系(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
台中市藥師公會常務監事
CCMP99-CP-015 計畫協同主持人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澎湖縣藥師公會
CCMP99-CP-015 計畫執行單位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CCMP101-CP-003 計畫主持人
花蓮縣中醫師公會前理事長
宜蘭縣中藥局負責藥師
台東縣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宜蘭縣藥師公會
花蓮縣藥師公會
台東縣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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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計之工作項目
1. 依計劃主題，參酌臺灣中部地區暨澎湖離島(CCMP99-CP-015)
及臺灣南部地區(CCMP101-CP-003)之問卷及成果報告書之討
論、結論與建議事項，做為執行本次計畫之參考，並經專家會
議討論決議本計畫執行方向、宣導內容與進度。
2. 召開學術專家諮詢會議，參酌東部地區經濟人口學資料及衛生
福利部中醫藥司臺灣原住民藥用植物彙編，檢討灣中部地區暨
澎湖離島及臺灣南部地區之中藥用藥習慣問卷、公版教案，以
及本計畫用藥安全宣導及新住民母語版衛教單張等內容，再依
專家會議決議修正問卷及教案，呈送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審查
核備。
3. 東部(宜蘭、花蓮、台東)三個藥師公會擬各負責 350 習慣問卷調
查，且培訓社區藥局藥師協助民眾填寫問卷，並準備中藥滷包
做為贈品，以提升問卷回收率及以確保回收 800 份以上的有效
問卷。
4. 計畫各項活動執行前召開團隊會議，提醒注意調查及宣導活動
之區域分布、民眾性別與年齡，以提昇樣本的參考價值。
5. 問卷統計、分析後，再與中部地區調查結果比較，探討性別、
年齡、縣市、族群及教育程度之差異性。
6. 問卷調查完成初步統計分析後，邀請部份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代
表、藥事服務業者與醫藥專家舉行一場座談會，提出後續對民
眾中藥用藥安全教育宣導規劃之建議。
7.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種子講師培訓課程，經專家會議決議主題
後，於東部(宜蘭、花蓮、台東)舉辦三場，以加強三個縣市藥師
(生)對於中醫藥、易混淆、誤用藥材、花東常見有毒植物、臺灣
原住民藥用植物、中西藥交互作用及常用養生中藥等相關知識
課程，提升藥師(生)中醫藥藥事照護之效能。
8. 計劃執行完成時，邀請計畫團隊成員及縣市公會執行宣導講師
及公會幹部，說明計畫執行之成效及彙整檢討與改善之意見，
以撰寫期末報告書。
9. 宣導活動部分：
(1) 宣導活動進行前，舉辦種子宣導講師座談會，由計畫共同住
持人賴振榕或邀請台灣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曾參加中藥用藥
宣導的講師分享宣導經驗與技巧，並簡介公版教案內容、重
點與題材之運用。
(2) 東部(宜蘭、花蓮、台東)三個藥師公會至少各負責 5 場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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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導對象，針對社區老年、婦女族群，尤其新住民婦女為優
先，內容主要以有關中藥用藥安全議題為主再搭配不同族群
所需宣導重點。其餘亦可以醫院候藥區或慢性疾病等特殊族
群候診區為對象，加強中西醫藥併用的議題。每一場至少 25
人次為原則。
(4) 宣導成效評估問卷擬包括中醫藥政策及用藥安全基本認知
議題，局部依宣導族群對象的調整評估之議題，宣導問卷至
少回收 400 份以上。以分析宣導成效。部分適合族群對象，
將採問卷做宣導前、後測方式調查，以對照宣導前、後，中
藥認知之差異與成效。
10. 計畫成果研討會：
(1)完成習慣問卷分析後再召開計畫團隊與專家會議，檢討東部
地區習慣問卷之分析結果與台灣中部及台灣南部地區習慣
調查結果之差異性，並擇 10 月 27 日於花蓮縣生命線協會會
議室舉辦成果研討會，邀請東部縣市中醫藥相關關團體共襄
盛舉。
(2) 研討會邀請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長官及中醫藥教授學者、
執行中西藥業務有成的藥師做專題演講，並由計畫執行者
報告問卷分析結果，讓參與的藥師(生)學習中醫藥政策及專
業知識之外，也了解計畫整體成果及民眾中藥(材)用藥認知
與習慣之差異性，加強社區藥局及其他業別藥師們，執行
中西藥藥事照護之周延性，提升民眾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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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台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成果研討會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主持人

08:10~09:00 報到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花蓮縣衛生局
陳錦雄理事長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
林允崇藥師
藥師經營中藥之實
雲林縣藥師公會常務 林振順常務理事
務策略
理事
東部地區民眾中藥
賴振榕藥師
用藥習慣調查分析
陳錦雄理事長
計畫共同主持人
報告
午餐
林振順藥師
中藥管理與執業相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關法規
聯會常務理事
陳合成常務理事
賴尚志助理教授
臨床中藥炮製與用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
藥
學系
計畫主持人 陳錦雄理事長
共同主持人 安文彬理事長
綜合座談
共同主持人 趙瑞平理事長
共同主持人 賴振榕常務理事

開幕式
09:00~09:10 主辦單位長官致詞
貴賓致詞

09:10~10:40

10:50~12:10
12:10~13:00
13:00~14:00

14:10~15:40

15:4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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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宣導種子藥師培訓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種子藥師培訓，台東縣場次於 102 年 6 月 2 日舉辦，
宜蘭縣、花蓮縣二個場次擇於 102 年 6 月 16 日同時舉辦。三場皆邀講師張
永勳教授、何玉鈴副教授分別講授台灣市售易誤用、混用藥材之鑑別及中
藥養生與坐月子方劑之運用。6 月 16 日二位教授辛苦地配合上、下午兩地
奔波授課。台東及花蓮場次依計畫審查委員建議，邀請中國醫藥大學中國
藥學研究所研究陳金火碩士藥師，講授其研究主題，花東地區常見之藥用
植物。參與培訓之藥師於授課前、後填寫學習評估問卷(附件三 東部地區宣
導種子講師培訓前、後測問卷)，以評估授課程成效。
三個縣市報名參與種子藥師培訓之藥師(生)共有 427 位，宜蘭縣 171 位
(40%)、花蓮縣 166 位(38.9%)、台東縣 90 位(21.1%)。(如圖一之 1)。
種子藥師培訓授課前之學習問卷評估結果，前測正確率整體上以台東
縣藥師最高、其次為花蓮縣。(如圖一之 2)
完成培訓做學習問卷後測評估結果顯示，宜花東三個縣市藥師填答正
確率皆有提升，而以宜蘭縣藥師填答正確率之提升 31.7%最為明顯。(如圖
一之 3, 4, 5, 6)。
二、民眾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
三個縣市各舉辦 5 場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並完成正確認知評估問
卷 400 人次以上。實際參與及完成評估問卷者共計 760 人。居住宜蘭縣 221
人(29.1%)、花蓮縣者 328 人(43.2%)、台東縣 203 人(26.7%)、其他縣市有 8
人(1.1%)。(圖二之 1)。
參與民眾之族群以漢族 582 人 (76.6%)最多，其次為原住民 143 人
(18.8%)，新住民有 20 人 (2.6%)。(圖二之 2)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前、後由宣導講師或工作人員發放宣導成效問
卷 (附件四) 請民眾填寫，以評估民眾用藥認知相關概念。問卷中用藥認知
部份之題目經分析填答結果，民眾前測填答平均正確率為 74.8%，經種子藥
師宣導後，後測填答平均正確率為 93.0%，整體提升 18.2%。(圖二之 3, 4)。
三、民眾中藥用藥習慣之問卷調查
依計畫三個縣市各負責 350 份問卷之調查，因採取分散區域之社區藥
局藥師於附近社區民眾活動或前來藥局購藥、調劑慢箋處方之民眾，以提
升問卷調查之執行率與回收率。本次計畫習慣問卷回收 1050 份。分別依民
眾基本資料 (如表一)及依居住縣市別 (表二)、性別 (表三)及族群 (表四)
等統計、分析民眾的用藥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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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眾基本資料分析：(表一)
受訪調民眾之回收問卷共 1050 份，性別分析男性有 452 人
(43.1.0%)、女性 598 人 (57.0%)。(圖三－1 之 1)
民眾居住之縣市，宜蘭縣有 348 人(男 146, 女 202)、花蓮縣
356 人(男 167, 女 189)、台東縣 340 人(男 137, 女 203)，其他縣市
有 5 人。(圖三－1 之 2)
受訪者年齡分布 19~35 歲 228 人 (21.7%)最多，其次 36~55
歲 493 人 (47%)、56~65 歲 209 人 (19.9%)，而 66 歲以上 102
人 (9.7%)。(圖三－1 之 3)。
族群分析以漢族 689 人 (67.1%)最多，原住民有 233 人、新住
民 105 人。受訪者學歷以高中職 360 人 (居首位，其次大學專科以
上有 311 人。(圖三－1 之 4)
住居情形分析以與配偶同住者 415 人(40%)最多，其次與配偶
及子女同住有 187 人 (18%)、與子女同住 159 人 (15.3%)，而與家
人及看護同住或獨居者分別占 10.8%及 10.1%。 80.3%的受訪者同
住的家人，無事醫療工作。(圖三－1 之 5)
(二) 居住縣市別之民眾用藥習慣分析 (表二)
民眾過去及現在(習慣調查期間)若曾購買或使用之預防保健
產品皆以綜合維他命為主，平均約占 45.2%，三個縣市約占 45%
左右，無明顯差異。其次健康食品或保健食品都約占 20%左右。(表
二、1, 2)(圖三－2 之 1, 2)。而宜蘭縣民眾有 27.8%使用健康食品高
於其他二個縣市約 4~5%。
民眾使用此類產品的原因，以醫師或藥師推薦為主，約占
40.0%以上。而有 32.1%是親友介紹，16.2%是子女孝心買來的。(表
二、8)。其中台東縣民眾因親友介紹購買的比例高於其他二縣市約
5%。(圖三－2 之 3)。
民眾目前長期服用之藥品 29.2% 為綜合維他命，其次 23.1%
為高血壓藥，降血糖及降血脂藥約占 11%，而有 20.7%同時併服
中草藥或其他藥品，其中宜蘭縣民眾高達 26.9%，台東縣也有
21.9%民眾有併用藥物的情形。(表二、5)。
73.3%、74.7%的民眾在過去或現在感冒、腹瀉等輕微症狀的
就醫仍以西醫為主.。找藥局配藥或買成藥的民眾約占 26.0%及
24.0%，宜蘭縣民眾此二項的比例都高於花、東二縣的民眾。(表
二、6, 7)。
民眾購買或取得西藥的場所，依序為診所、醫院約占 55.0%
及社區藥局有 46.6%。而購買或取得中草藥的場所，依序為中醫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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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51.2%)、中藥房(44.7%)、中醫醫院。(表二、9, 10)。整體上社
區藥局僅占 10.2%，其中宜蘭縣最高有 13.6%，但都遠低於中藥房
的 44.7%。(圖三－2 之 4)
民眾購買綜合維他命或保健(健康)食品則以社區藥局為主，約
占 50.0%左右，宜蘭縣民眾有 60.0%以上，高於花蓮、台東約 5.0%。
(表二、11, 12)。
東部地區民眾有 37.3%有中醫的就醫習慣且 64.4%有固定就
醫處所，其中 80.8%以中醫診所為主。中醫就醫處所的資訊來源
74.2%來自親友推薦，其次 43.9%是因為中醫診所位於住家附近。
(表二、13~13-3)。民眾看中醫吃中藥的原因，56.6%是認為「藥性
溫和、無副作用」(表二、16)。其中台東縣民眾有 63.0%有此認知，
而宜蘭縣民眾占 49.2%，其次原因為「擔心西藥的副作用」
。(圖三
－2 之 5)。
三個縣市受訪民眾有 32.0~36.0%半年內曾同時看西醫及中
醫。約有 75%會主動告知醫師同時看診情形，而不會主動告知者
約占 15.0%。民眾會主動提供所服用的西藥或中藥供醫師參考者有
60.0%以上，不會主動提供者約有 25.0%左右。而提供藥品資訊方
式以「口頭跟醫師講」為主，占 30.0%左右，提供醫院或診所給的
藥單者約有 25.0%。(表二、14~14-3)。
民眾若同時服用中藥、西藥或健康食品的方式，選填需間隔 1
小時者占 26.4%，間隔 2 小時者 23.9%，而會向醫師或藥師詢問者
有 21.0%及 23.5%。(表二、19)
民眾最近半年內自行服用藥品或保健產品而主動告知之習
慣，平均 60.0%左右會告知看診醫師，75.5%會告知藥師。不會告
知醫師者占 31.9%，不會告知藥師者有 18.5%。(表二、15~15-2)。
而告知方式仍以「口頭告知」為主，約在 40.0%左右，30.0%是將
產品帶去給醫師或藥師參考。 (圖三－2 之 6)。
看病時應主動告知身體狀況之認知調查，66.3%的民眾會告知
醫師，目前的疾病及用藥，其次為過去病史(55.2%)，35.7%會告知
過敏的藥品或食物，16.2%會告知特殊體質。(表二、17)。
民眾對併用中西藥及健康食品的認知方面，整體有 69.2% 民
眾認為「可能有風險，應請教醫師或藥師」，宜花東分別為占
77.9%、59.8%及 71.1%。而認為效果更好者，整體也有 11.0%。宜
花東之比例分別為 8.0%、17.2%及 7.1%，此兩項花蓮縣民眾的認
知有明顯差異。(表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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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中醫就診服藥後，若有病情改善或服用後之剩藥的處理
方式，36.6% 會當垃圾丟棄，32.6% 會繼續服用完畢。而中草藥
或科學中藥的儲存方式，45.3%將兩者存放於陰涼乾燥處，39.8%
存放於冰箱冷藏，將中藥材冷藏、科學中藥存放於陰涼乾燥處的
占 15.0%，有 19.5%會存放於小朋友拿不到之處。 (表二、21, 22)。
煎煮中藥飲片及藥膳的經驗及處理方式，整體約 43.0%以上
不曾有此經驗。若有中藥煎煮經驗者，多數(約 20.0%)會使用陶瓷
或不銹鋼鍋及電熱式自動煎煮器。而藥膳烹煮經驗者，36.7%將食
材及中藥材放入鍋內一起烹煮。(表二、23, 24)。
民眾中草藥的知識與資訊來源方面，體整上以醫師最多，占
46.4%。(表二、25)。有 44.5%的民眾資訊來自親友提供，高於由
藥師(39.5%)提供。另有 10~20%來自報紙雜誌 (21.5%)、電視或電
台廣播 (15.4%)及網路 (12.3%)，社區宣導活僅占 3.9%。(圖三－2
之 7)
(三) 依性別分析民眾用藥習慣(表三)
民 眾過 去及 現在若 曾購 買或 使用之 預防 保健 產品者 ， 有
46.5%、43.9%皆以綜合維他命為主，其次健康食品或保健食品都
約占 20%左右。(表二、1, 2)。三個縣市男女性別的習慣無明顯差
異(性別差異率< 5%)。而過去一年曾購買中草藥的養生產品，以女
性居多(性別差異率> 5%)。(表三、1, 2)
民眾使用預防保健產品的原因，以醫師或藥師推薦為主。而
產品由親友介紹或子女孝心買來的，也以女性居多。(表三、8)
民眾目前長期服用之藥為綜合維他命品者，占 29.2%，女性
高於男性的比例約 8.0%，其次服用高血壓藥，降血糖及降血脂藥。
而服用高血壓藥、降血脂及通風用藥的比例則以男性居多。同時
併服中草藥或其他藥品的比例，以女性高於男性約 9.0%。(表三、
5)。
民眾在過去或現在感冒、腹瀉等輕微症狀的就醫以西醫為
主。其次是找藥局配藥或買成藥，男女民眾的比例無太大差異
(<5%)。(表三、6, 7)。
民眾購買或取得西藥的場所，依序為診所、醫院及社區藥局，
男女民眾的比例無明顯差異(<5%)。而女性民眾購買或取得中草藥
的場所，依序為中醫診所(54.6%)、中藥房(47.0%)高於男性約
7.0%。(表三、9, 10)。於大賣場或藥妝店購買綜合維他命或保健(健
康)食品，的體整比例為 32.%，而男女性比例為 28.1%、35.3%。(表
三、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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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民眾有 37.3%有中醫的就醫習慣且 64.4%有固定就
醫處所，其中 80.8%以中醫診所為主，女性民眾的比例高於男性約
7.3%。 (表三、13~13-3)。而民眾看中醫吃中藥原因的性別分析無
明顯差異。 (表三、16)。
受訪民眾半年內曾同時看西醫及中醫或自行服用藥品、保健
養生產品時，主動告知醫師同時看診情形或主動告知、提供所服
用的西藥或中藥供醫師參考及提供藥品資料方式的性別分析，僅
有將產品或藥品，提供醫師或藥師參考的方式，男女的習慣有大
於 5%的差異。 (表三、14~14-3, 15~15-2)。
中醫就診服藥後，若有病情改善後，會繼續將藥服用完畢的
民眾女性與男性的習慣有差異，且中草藥或科學中藥的儲存方
式，女性習慣將兩者存放於冰箱冷藏。 (表三、21, 22)
若煎煮中藥飲片及藥膳的經驗及處理方式，女性民眾較有經
驗。(表三、23, 24)。民眾中草藥的知識與資訊來源方面，民眾性
別無明顯差異。(表三、25)
(四) 依民眾之族群用藥習慣分析 (表四)
原住民及新住民過去及現在未曾購買或使用之預防保健產品
的比例與漢族民眾有 8.3%及 15.1%的差異。若有購買或使用也是
以綜合維他命為主。(表四、1, 2)。 新住民使用此類產品的原因，
以醫師或賣場店員促銷為主，與漢族或原住民有明顯差異(約 5.4%
以上)，而原住民以親友介紹的比例與其他二個族群也有 10.0%以
上的差異。(表四、8) 。
新住民不知道曾否對藥物或食物過敏的比例(24.8%)皆明顯高
於漢族(14.1%)與原住民(17.0%)。(表四、4)。
新住民與原住民目前長期服用之藥品也以綜合維他命，原住
民其次為高血壓藥，而新住民為止痛劑，使用避孕藥的比例占
11.4%，高於其他二個族群約 10.0%。且併用其他類藥品比例也高
出約 7.9%。(表四、5)。
三個族群的民眾在過去或現在感冒、腹瀉等輕微症狀的就醫
都以西醫為主，三個族群比較以原住民 80.4%最高、新住民比例最
低(67.0%)。而原住民會找藥局配藥或買成藥的比例低於其他二個
族群約 7.0%以上。(表四、6, 7)。
民眾購買或取得西藥的場所，依序為診所、醫院及社區藥局，
但原住民在社區藥局的比例低於漢族和新住民有(>9.0%)。而購買
或取得中草藥的場所，依序為中醫診所、中藥房、中醫醫院。而
新住民於中醫醫院的比例高於其他族群約有 10.0%。(表四、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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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三個族群中醫的就醫習慣，原住民最低。而新住民
就醫以住家附近綜合醫院中醫部或中醫醫院為主。(表四、
13~13-3)。民眾看中醫吃中藥的原因，認為「藥性溫和、無副作用」
的族群以漢族與原住民較多。而新住民填答的原因較為多樣，難
以分析。(表四、16)。
三個族群受訪民眾半年內曾同時看西醫及中醫，以及會主動
告知醫師同時看診情形或主動提供所服用的西藥或中藥供醫師參
考的比例無明顯差異(<5.0%)。而原住民及新住民則會於領藥時主
動告知藥師，自行使用的的西藥或中藥的比例，與漢族約有 10.0%
的差異。 (表四、14~14-3) (表四、15~15-2)。
民眾若同時服用中藥、西藥或健康食品的方式，族群間的認
知差異不大。(表四、19)
看病時應主動告知身體狀況之認知調查，會告知醫師，目前
的疾病及用藥、過敏的藥品或食物、特殊體質及是否或計畫懷孕
的認知，明顯偏低於其他族群，平均差異 10.0%以上。(表四、17)。
民眾對併用中西藥及健康食品的認知方面，原住民及新住民
對「可能有風險，應請教醫師或藥師」的認知都較為明顯偏低
(>9.0%)。(表四、20)
民眾中醫就診服藥後，若有病情改善或服用後之剩藥的處理
方式，原住民、新住民會繼續服用完畢的比例高於漢族。而中草
藥或科學中藥的儲存方式，將兩者存存放於冰箱冷藏，也是如此。
而都存放於陰涼乾燥處，則以漢族的比例最高。 (表四、21, 22)
煎煮中藥飲片及藥膳的經驗及處理方式，三個族群間無明顯
差異。(表四、23, 24)。
民眾中草藥的知識與資訊來源方面，體整上以醫師最多，且
以新住民的比例最高(59.2%)。另外來自報紙雜誌及網路則以漢族
最高，而社區宣導活獲知，三個族群都低於 5.0%。(表四、25)
四、計畫成果研討會
計畫成果研討會於 102 年 10 月 27 日假花蓮縣生命線協會會議室舉辦
(議程如下)，與會貴賓有花蓮縣衛生局食藥科黃國華技正、花蓮市中醫師公
會前理事長陳喜泉醫師、更生日報記者徐廷揚，及宜、花、東三縣市藥師(生)
共有 40 餘人參加。會中由共同主持人報告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
分析結果之外，亦邀請雲林縣藥師公會常務理事 林允崇藥師以親身經歷講
授「藥師經營中藥之實務策略」及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賴尚志助理教
授講授「臨床中藥炮製與用藥」
，以加強東部地區執行中藥業務之信心。
更生日報記者徐廷揚於 10 月 28 日以「中藥沒百害？ 用藥認知 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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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為題報導此次計畫調查重要現象，提醒花東民眾留意字握用藥安全。
(如下 102 年 10 月 28 日 更生日報第 4 版 花蓮生活之簡報)

102 年台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成果研討會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主持人
08:10~09:00
報到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開幕式
花蓮縣衛生局
陳錦雄
09:00~09:10 主辦單位長官致詞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理事長
貴賓致詞
國聯合會
林允崇藥師
藥師經營中藥之實務
雲林縣藥師公會常務
09:10~10:40
策略
陳合成
理事
常務理事
東 部 地 區 民 眾 中 藥 用 賴振榕藥師
10:50~12:10
藥習慣調查分析報告
計畫共同主持人
12:10~13:00 午餐
林振順藥師
陳錦雄
中藥管理與執業相關
13:00~14:00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理事長
法規
聯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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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尚志助理教授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
學系
計畫主持人 陳錦雄理事長
共同主持人 安文彬理事長
共同主持人 趙瑞平理事長
共同主持人 賴振榕常務理事

14:10~15:40 臨床中藥炮製與用藥

15:40~16:00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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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宣導種子藥師培訓成效
宣導種子藥師培訓課程是為加強東部地區藥師的中藥相關知識，以利
傳達社區民眾正確中藥認知與用藥習慣。因此特邀張永勳教授、何玉鈴副
教授及陳金火藥師等專家講授易混淆中藥、養生暨坐月子藥膳、花東地區
常見藥用植物及中西藥交互作用等主題。由講師依主題提供評估學習成效
之題目，作為培訓課程前、後測驗之用。
學習成效之題目，前測評估正確率花蓮及台東縣明顯高於宜蘭縣，可
能與二個縣市有三年期間都配合全聯會辦理 8 小時的中藥相關持續教育課
程有關。但經培訓課程的後測評估正確率都有明顯提升。(如下表)
102 年台灣東部地區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師培訓前、後測評估之正確提升率
縣市

題_1

題_2

題_3

題_4

題_5

題_6

題_7

題_8

宜蘭

58.8%

43.2%

42.0%

74.2%

46.7%

42.7%

31.4%

12.9%

花蓮

17.5%

19.9%

15.1%

17.5%

10.9%

6.7%

19.3%

12.7%

台東

5.7%

18.9%

18.0%

11.3%

1.5%

-2.6%

19.4%

3.7%

縣市

題_9

題_10

題_11

題_12

題_13

題_14

題_15

宜蘭

23.1%

30.8%

26.4%

49.8% -25.8%

5.6%

13.4%

花蓮

14.5%

18.7%

10.3%

53.0%

49.4%

9.1%

83.9%

台東

2.4%

10.4%

8.0%

65.3%

53.3%

3.5%

20.7%

學習成效之題_13，宜蘭縣的後測評估答題正確率為負 25.8%，乃因為
正確解答為(4)，但題目：Warfarin 等抗凝血劑，應避免併用下列何種藥物 (1)
當歸 (2)紅花 (3)丹參 (4)人參。將「無需避免併用」誤寫為「應避免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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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之成效
三個縣市民眾參加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後，經種子藥師宣導正確用
藥知識後，用藥認知後測的平均正確率為 93.0%，整體提升 18.2%。(如下
表)。顯示舉辦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值得持續舉辦。
民眾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前、後測用藥認知之正確率
用藥認知
前測
後測
提升率

題_1
63.0%
86.4%
23.4%

題_2
66.2%
89.1%
22.9%

題_3
74.7%
95.5%
20.8%

題_4
70.5%
89.7%
19.2%

題_5
74.7%
92.9%
18.1%

用藥認知
前測
後測
提升率

題_6
80.8%
97.4%
16.6%

題_7
77.4%
95.9%
18.5%

題_8
77.5%
93.4%
15.9%

題_9
82.9%
97.5%
14.6%

題_10
79.7%
92.1%
12.4%

平均
74.8%
93.0%
18.2%

三、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之結果
民眾住居情形分析，以與配偶同住者 415 人(40%)最多，與家人及看護
同住或獨居者分別占 10.8%及 10.1%。而 80.3%的受訪者同住的家人，無事
醫療工作。若同住者皆為樂齡族，藥師公會推展藥事照護應注意其相互照
顧與正確用藥問題。
用藥習慣方面之分析，購買或使用預防保健、養生產品，整體上以綜
合維他命居多，與中、南部民眾習慣一致。而新住民無使用預防保健、養
生產品高於漢族與原住民。使用此類產品的原因，以醫師或藥師推薦為主。
但親友介紹(32.1%)，子女孝心買來的(16.2%)產品，的類似推薦而購買、使
用行為，對使用者是否恰當？
慢性疾病長期使用的藥品，整體資料分析以三高疾病用藥居多，而原
住民使用痛風的藥品明顯高於漢族及新住民，可能與生活飲食與喝酒習慣
相關。長期用藥且同時併服中草藥或其他藥品的整體比例有 20.7%，其中宜
蘭縣、台東縣民眾併用藥物的比例高於整體值，將是藥師加強宣導的重點。
東部地區民眾對中藥的認知與使用原因以「藥性溫和、無副作用」居
多，這與中、南部民眾的「藥性溫和、有病治病、無病強身」認知一致。
顯示民眾的認知可能增加中藥使用率與風險的增加。
東部民眾在過去或現在感冒、腹瀉等輕微症狀的就醫，西醫之外，找
藥局配藥或買成藥的民眾的比例約有 24.0%以上，明顯高於中、南部的民
眾，可能與醫療機構家數及就醫可近性的差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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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或取得中草藥的場所，以中醫診所及中藥房(44.7%)為主，社區藥
局占 10.2%。中、南部民眾於社區藥局中草藥的比例也低於中醫診所及中藥
房，僅占 18.2%。中南部與東部社區藥局的差異，應與藥師人數及同時執行
中藥業務的藥局家數偏低有關。民眾於社區藥局購買或取得中草藥的比
例，明顯低於中藥房，顯示藥師仍有努力的空間。
東部地區民眾中醫的就醫習慣以固定中醫診所為主。中醫就醫處所的
資訊來源來自親友推薦或因為中醫診所位於住家附近，顯示可近性原因的
影響。
三個縣市受訪民眾半年內曾同時看西醫及中醫有 32.0~36.0%，因此有
同時併用中西藥的可能性，而不會主動告知醫師同時看診情形者約占
15.0%。不會主動提供所服用的西藥或中藥供醫師參考者約有 25.0%左右。
而占 30.0%左右提供藥品資訊方式以「口頭跟醫師講」。民眾最近半年內自
行服用藥品或保健產品而主動告知之習慣，不會告知醫師者占 31.9%，不會
告知藥師者有 18.5%。而告知方式仍以「口頭告知」為主。這些習慣將使藥
物併用或重複用藥的風險增加，因此用藥宣導應加強民眾主動告知與告知
方式的重要性，以降低用藥風險。
看病時應主動告知身體狀況之認知調查，民眾對應告知醫師，自己是
否懷孕或計畫懷孕，正在哺乳，有特殊飲食習慣或近期考試或開車的認知，
明顯偏低。
民眾中醫就診服藥後，若有病情改善或服用後之剩藥的處理方式，
36.6% 會當垃圾丟棄，32.6% 會繼續服用完畢。而中草藥或科學中藥的儲
存方式，45.3%將兩者存放於陰涼乾燥處，39.8% 存放於冰箱冷藏，將中藥
材冷藏、科學中藥存放於陰涼乾燥處的占 15.0%，有 19.5%會存放於小朋友
拿不到之處。 (表、21, 22)
煎煮中藥飲片及藥膳的經驗及處理方式，原住民及新住民較無處理經
驗。若有中藥煎煮經驗者，整體上多數民眾會使用陶瓷或不銹鋼鍋及電熱
式自動煎煮器。而藥膳烹煮多將食材及中藥材放入鍋內一起烹煮，或許加
強藥師烹煮藥膳相關知識，亦可宣導民眾烹煮可口藥膳的方式。
中草藥的知識與資訊來源方面，體整上以醫師最多，但民眾資訊來自
親友提供者高於藥師。另有 12%以上來自報紙雜誌、電視或電台廣播及網
路，社區宣導活僅占 3.9%，顯示社區用藥安全宣導活動的不足，以致藥師
提供資料、知識的比例低於親友。

23

伍、結論與建議
一、問卷調查之族群樣本問題
進行習慣問卷調查初期，協助調查藥師反映，問卷的族群分為漢族、
原住民及新住民，但都使用同一份問卷，調查的對象若為原住民及新住民
時，可能因原住民的使用經驗或新住民國情、用藥習慣的不同，填寫問卷
有些困難且填答的結果，是否能真正反映他們的認知或習慣，必須考量。
而由問卷中過去及現在無購買或使用之預防保健產品的調查(表二、1, 2)，
原住民及新住民於過去及現在無購買或使用之預防保健產品的比例都明顯
高於漢族，可能影響其他習慣問題的回答，因此專家會議討論，族群間藥
物使用習慣、經驗與問卷適當性問題值得重視，此後有類似調查應可邀請
原住民或新住民相關團體或專家協助問卷設計，以符合族群調查的需求與
參考價值。
二、用藥安全宣導之成效
民眾參與中藥用藥宣導活動時，評估問卷前、後的成效，填答的正確
率由 74.8%提升至 93.0%，顯示經種子藥師的宣導活動有提升民眾中藥用藥
認知的成效，但短期知識教育提升的成效，會因時日而銳減，且本次調查
民眾中草藥資訊來源顯示來自親友高於專業藥師，而資訊來自電子媒體、
報紙雜誌、網路者也都占 12.0%以上，這些來源傳達的知識正確性必須評
估，因此中藥用藥安全等宣導活動應持續藉由藥師定期舉辦，以深植用藥
安全的正確認知。
三、樣本基本資料
習慣問卷調查樣本 1050 份，性別以女性居多有 57.0%。年齡分布 56
歲以上占 29.6%，民眾住居情形以與配偶同住占 40.0%、獨居者占 10.1%，
若獨居者及與配偶同住者皆為樂齡族，其預防保健及中(草)藥等用藥正確性
與安全值得注意。
四、用藥習慣調查之分析
用藥認知與習慣的分析，使用預防保健或養生產品，新住民無使用習
慣明顯高於漢族與原住民。而整體資料分析有使用產品習慣者，以綜合維
他命居多，其次為保健食品或健康食品，此一習慣與中、南部地區民眾的
調查雷同。東部地區調查的族群中者。16.2%的民眾不知道自己是否有過敏
的藥物或食物。56.6%民眾認為中藥藥性溫和、無副作用。半年內同時看西
醫與中醫者有 33.7%。長期服用的藥品依序為三高慢性病的降血壓、降血糖
藥、降血脂，而同時有中草藥活其他藥品者有 20.7%。民眾就醫或領藥時應
主動告知的認知方面，約有 15.8~31.9%不會主動告知醫師同時就醫情形及
身體狀況或不會告知目前用藥、自行服用的藥品或養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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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次調查，東部地區民的主動告知複向就醫、目前或自行用藥及
併用藥品，以及曾過敏藥物、食物，中藥藥性、副作用等正確認知，有待
加強。原住民及新住民接受中藥用藥宣導活動較少，且因原住民部落的醫
療資源與新住民的國情、用藥習慣的差異性，因此用藥習慣調查問卷，應
設計原住民或新住民版，才能適當反映其用藥習慣與認知，藥師再配合其
有待加強的不適當的用藥習慣與錯誤認知，加強宣導以提升正確用藥知識
與安全。
五、綜合建議
(一) 依藥師公會承接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100~102 年的中藥用藥習慣
調查計畫，綜合中、南與東部地區民眾的用藥習慣與有關「中藥
藥性溫和、無副作用」、「複向就醫、併用藥物」、「就醫、用藥應
主動告知事項」及「中醫藥資訊來源」等有待加強的認知趨於一
致。此調查結果將藉由藥師公會全聯會推展藥事照護及藥師持續
教育參考，以提升藥事照護品質，導正受照護民眾及社區民眾正
確用藥習慣。
(二) 建議衛生福利部持續編列用藥安全宣導計畫且委託醫師或藥師等
專業(人員)團體執行正確就醫、用藥認知的宣導，以避免電子或平
面媒體及網路等待評量或錯誤資訊，影響民眾就醫、用藥行為。
(三) 建議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逐年規劃針對原住民及新住民等特殊族
群，有關中藥用藥習慣調查與舉辦「停、看、聽、選、用」及用
藥「五要」
「五問」與「五不」的認知宣導教育活動，以增加特殊
族群參與機會，以深植正確用藥知識與觀念，養成正確用藥習慣
的效果。
(四) 衛生福利部健保署有健保卡存放資料及健康雲規劃的「電子病歷
系統」
、
「雲端藥歷系統」
，在電子交換資料中應將複向就醫、用藥
紀錄及過敏記錄等列為重點，以便民眾就醫、領藥時經由醫師或
藥師了解民眾就醫、用藥情形，即時給予提醒與教育，以避免醫
療資源的浪費及發生藥物交互作用的不良事件。
習慣調查限制：本計畫限於時間、人力與經費，每一縣市公會做 350
份問卷調查，有樣本數與普及於鄉鎮區域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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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署公告表（http://www.nhi.gov.tw/）
7.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資訊網 (http://www.ccmp.gov.tw) 醫藥知識區：用
藥常識、常用藥材等
8. 何玉鈴、林宜信、張永勳：台灣市售易混淆中藥圖鑑，衛生福利部中醫
藥司出版，台北 2006。
9.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台灣市售中藥材真偽及代用品圖集，衛生福利部
中醫藥司出版，台北 2002。
10.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台灣常用藥用植物圖鑑第二冊，衛生福利部中醫
藥司，台北 2004。
11. 張永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八十六年度委託計畫 CCMP86-RD-034，
「臺灣市售易誤用、混用中藥品種之檢討（II）」研究報告，1997。
12. 張永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八十七年度委託計畫 CCMP87-RD-017，
「臺灣市售易誤用、混用中藥品種之檢討（III）」研究報告，1998。
13. 張永勳：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八十九年度委託計畫 CCMP89-RD-043，
「臺灣市售易誤用、混用中藥品種之檢討（IV）」研究報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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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一、歷次計畫專家會議公文及會議紀錄
臺東縣藥師公會 函
立案字號：府社行字第0920018297號
團體地址：95048台東市開封街370號2F之1
傳

真：089-341339

承辦人姓名及電話：程碧鬆 089-337679
E-MAIL:pharm92.pharm@msa.hinet.net
受 文 者：如正、副本所列人員、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03 月 12 日
發文字號：102 東藥錦字第 102036 號
發文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召開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委託本會辦理「台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
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第一次專家學者暨工作小組會議。敬請 準時
出席。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中午 12 時
開會地點：花蓮縣藥師公會(花蓮市林森路 236-36 號 8F)
TEL：03-8350897 FAX：03-8350897
會議主持人：陳錦雄主持人
聯絡人及電話：幹事 程碧鬆 TEL：089-337679 0963-468521
本次會議主要議題：
一、 本計畫內容之說明及工作分配
二、 研議調查訪視問卷內容
出席人員：陳錦雄主持人、賴振榕共同主持人、安文彬共同主持人、趙瑞平共同主持人
陳志明共同主持人、謝明村專家學者、張永勳專家學者、郭昭麟專家學者
李采娟專家學者、楊政哲專家學者、侯鈺琪專家學者、何玉鈴專家學者
盧國樑專家學者、林宜信專家學者、柯建新專家學者、賴尚志專家學者
黃慧棻專家學者、陳金火專家學者、李蜀平專家學者、林振順專家學者
陳合成專家學者、趙正睿專家學者、陳福龍專家學者、宓哲華專家學者
陳喜泉專家學者、盧鎮中專家學者、蔡德憲專家學者、陳昭宏專家學者
范龍昇專家學者、蔡慧卿專家學者、廖子輝專家學者、廖秀玲專家學者
林子舜專家學者、林啟一專家學者、程碧鬆幹事、李如玉幹事，許卓馨幹事
列席人員：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本會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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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藥師公會

函

立案字號：府社行字第0920018297號
團體地址：95048台東市開封街370號2F之1
傳

真：089-341339

承辦人姓名及電話：程碧鬆 089-337679
E-MAIL:pharm92.pharm@msa.hinet.net

受 文 者：如正、副本所列人員、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30 日
發文字號：102 東藥錦字第 102084 號
發文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召開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委託本會辦理「台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
及宣導」計畫第二次專家學者暨工作小組會議。敬請 準時出席。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二年九月八日(星期日)中午 11 時
開會地點：花蓮縣生命線協會(花蓮市林森路 236-23 號 6F)
會議主持人：陳錦雄主持人
聯絡人及電話：幹事 程碧鬆 TEL：089-337679 0963-468521
本次會議主要議題：
一、本計畫進度及期中成果報告、檢討。
二、研討七月九日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赴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作期中報告
綜合意見應修正事項。
出席人員：陳錦雄主持人、賴振榕共同主持人、安文彬共同主持人、趙瑞平共同主持人
陳志明共同主持人、謝明村專家學者、張永勳專家學者、郭昭麟專家學者
李采娟專家學者、楊政哲專家學者、侯鈺琪專家學者、何玉鈴專家學者
盧國樑專家學者、林宜信專家學者、柯建新專家學者、賴尚志專家學者
黃慧棻專家學者、陳金火專家學者、李蜀平專家學者、林振順專家學者
陳合成專家學者、趙正睿專家學者、陳福龍專家學者、宓哲華專家學者
陳喜泉專家學者、盧鎮中專家學者、蔡德憲專家學者、陳昭宏專家學者
范龍昇專家學者、蔡慧卿專家學者、廖子輝專家學者、廖秀玲專家學者
林子舜專家學者、林啟一專家學者、程碧鬆幹事、李如玉幹事，許卓馨幹事
列席人員：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本會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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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藥師公會

開會通知單
立案字號：府社行字第0920018297號

團體地址：95048台東市開封街370號2F之1
傳

真：089-341339

承辦人姓名及電話：程碧鬆 089-337679
E-MAIL:pharm92.pharm@msa.hinet.net

受 文 者：如出、列席人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16 日
發文字號：102 東藥錦字第 102089 號
發文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召開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委託本會辦理「台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
宣導」計畫成果研討會，議程如附件，敬請 準時出、列席。
研討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二年十月廿七日(星期日)上午 9：00~16：00
研討會地點：花蓮縣生命線協會(花蓮市林森路 236~23 號 6F)
會議主持人：陳錦雄主持人
聯絡人及電話：幹事 程碧鬆
TEL：089-337679 0963-468521
本次會議主要議題：(如附件)
出席人員：陳錦雄主持人、賴振榕共同主持人、安文彬共同主持人、趙瑞平共同主持人
陳志明共同主持人、林宜信專家學者、賴尚志專家學者、陳金火專家學者
李蜀平專家學者、林振順專家學者、陳合成專家學者、陳喜泉專家學者、
盧鎮中專家學者、蔡德憲專家學者、陳昭宏專家學者、范龍昇專家學者
蔡慧卿專家學者、廖子輝專家學者、廖秀玲專家學者、林子舜專家學者
林啟一專家學者、林允崇常務理事、程碧鬆幹事、李如玉幹事，許卓馨幹事
列席人員：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花蓮縣衛生局(敬請派員蒞會指導)
花蓮縣藥師公會(請準備會場並邀請會員幹部聆聽演講、座談)、宜蘭縣藥師
公會
※註：中午敬備午餐(餐盒，如有素食者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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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台灣東部地區民眾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
第一次專家學者暨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一○二年三月廿四日(星期日)中午 12：00

二地
點：花蓮縣藥師公會會館(花蓮市林森路 236-36 號 8F)
三出席人員：陳錦雄、賴振榕、安文彬、趙瑞平、陳志明、謝明村、張永勳
李采娟、楊政哲、侯鈺琪、何玉鈴、林宜信、柯建新、賴尚志
黃慧棻、郭昭麟、盧國樑、陳金火、李蜀平、林振順、陳合成
趙正睿、陳福龍、宓哲華、陳喜泉、盧鎮中、蔡德憲、陳昭宏
范龍昇、蔡慧卿、廖子輝、廖秀玲、林子舜、林啟一、程碧鬆
李如玉、許卓馨(敬稱略，如簽到表)
四列席人員：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五主

席：陳錦雄主持人

紀錄：程碧鬆

六主席致詞：感謝共同主持人及各位學者專家參與本次計畫案，本計畫案於 101 年底著
手訂定，執行於 102 年 2 月至 12 月止為期一年，東部地區之族群以原住民
及新住民居多為主要調查對象，計畫目的為「中藥用藥安全」知識之傳播
及加強東部民眾用藥安全知識認知行為，期望各學者專家提供專家知識與
寶貴意見交流。由於宜、花、東地形狹長路程遙遠，爾後之會議折中在花
蓮縣公會舉行，也感謝花蓮公會提供場地。
七長官致詞(略)
八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本計畫內容之說明及工作分配。
說明：本計畫係針對台灣東部地區民眾調查及宣導，計畫活動遍及宜、花、東
三縣，前置作業包括計畫書繕編、說明，議價簽約已於日前完成。爾後執行之工作如培
訓、宣導、訪視….等等進度之排訂，仍需請三縣公會費心安排。詳細任務分配請賴振榕
共同主持人報告說明。
決議：請三縣市先排訂種子藥師培訓課程之日期，利用星期日 8 小時，六月底
完成。日期決定後再請共同主持人賴振榕商洽授課講師，學分認正請各
公會逕向全聯會申請。用藥習慣調查俟培訓完成後再行進行，每公會 350
份，調查訪視需遍及各鄉鎮及族群，102 年 9 月底完成。
宣導會各公會安排五場由培訓導師宣導，宣導對象：婦女、老人、原住
民、新住民，可配合衛生所衛教宣導會合併進行。
培訓課、宣導會日期排定後副知共同主持人賴振榕及台東縣藥師公會。
第二案
案由：研議調查訪視問卷內容(如附件)
說明：本年度調查訪視問卷係參考 100 年台灣中部地區、101 年度台灣南部地
區纇似計畫擬編，惟因東部地區民眾族群結構異於前兩地區，問卷之內
30

容略有不同，請 討論公決。
決議：調查訪視之問卷內容現場之專家學者意見列參，如仍有未詳之處請近
日內以電子信箱傳送至共同主持人賴振榕處，再進一步研商修改後確
定付印並呈報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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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台灣東部地區民眾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
第二次專家學者暨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

間：民國一○二年九月八日(星期日)中午 12：00

二地
點：花蓮縣藥師公會會館(花蓮市林森路 236-36 號 8F)
三出席人員：陳錦雄、賴振榕、安文彬、趙瑞平、陳志明、謝明村、張永勳
李采娟、楊政哲、侯鈺琪、何玉鈴、林宜信、柯建新、賴尚志
黃慧棻、郭昭麟、盧國樑、陳金火、李蜀平、林振順、陳合成
趙正睿、陳福龍、宓哲華、陳喜泉、盧鎮中、蔡德憲、陳昭宏
范龍昇、蔡慧卿、廖子輝、廖秀玲、林子舜、林啟一、程碧鬆
李如玉、許卓馨(敬稱略，如簽到表)
四列席人員：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五主

席：陳錦雄主持人

紀錄：程碧鬆

六主席致詞(略)
七長官致詞(略)
八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由：本計畫進度及期中成果報告、檢討。
說明：調查訪視每縣 350 份合計 1050 份已全部完成，問卷輸入電腦分析中，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宜蘭縣 4 場、花蓮縣 3 場、台東縣 2 場，預計九月
中旬完成。
決議：完成所有宣導會後，儘速將問卷交賴振榕共同主持人輸入電腦分析，惟
前、後測之基本身份資料需一致。
第二案
案由：研討七月九日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赴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作期中報告綜
合意見應修正事項。
說明：7/9 期中報告綜合意見表揭示：1.同意核撥第二期款 2.符合計畫內容及
預期進度 3.本計畫具有特殊指標性意義。惟部份委員就完成之調查訪視
卷電腦分析之結果：新住民對中藥觀念欠缺，分析結果之數據偏低。已
於剩餘之調查訪視對象盡量避開新住民。
決議：已改善訪視對象之選擇，並已全數完成訪視，電腦列入分析中。
九、臨時動議：本計畫案之執行即將接近尾聲，由於預算核銷需於 11 月中旬完成，成
果發表會預計於 10 月 27 日(星期日)舉行，地點仍為花蓮縣藥師公會，
會中邀請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長官及本案專家學者作專題演講及訪視
調查經驗分享，亦請花蓮縣藥師公會趙瑞平理事長邀請在地記者採訪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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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問卷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102 年 臺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問卷
您好：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關心您與家人用藥安全，特委託宜蘭縣、花蓮縣及台東縣藥師公會進行
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問卷調查計畫，希望藉此問卷調查了解民眾中藥用藥習慣。
您的資料及回答意見僅供本計畫研究之用，分析結果將提供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規劃用藥安全政策
之參考。
問卷(雙面)共四頁，請您耐心填答，我們將有一份小禮物致贈，祝您平安、健康！

一、基本資料：請您在合適的資料□中打勾()。
1. 性別：1□男□ 2□女
2. 年齡：

歲

3. 居住縣市：
1□宜蘭縣

(市、鎮、村、鄉) 2□花蓮縣

(市、鎮、村、鄉)

3□台東縣

(市、鎮、村、鄉) 4□其他

(市、縣、鎮、村、鄉)

4. 族群：1□漢人(族) 2□原住民
3□新住民(國籍

族

a□越南 b□印尼 c□中國 d□其他

) 4□其他：

5. 最高學歷：1□未曾就學 2□小學 3□國中 4□高中職 5□大學 6□研究所以上
6. 婚姻：1□未婚 2□已婚 3□單親 4□其他：
7. 居住狀況：1□獨居 2□與配偶同住 3□與子女同住 4□與(外籍)看護同住
5□與家人及看護同住

6□其他：

8. 職業：1□無 2□軍警 3□公 4□教 5□農 6□工 7□商 8□醫療業 9□自由業 10□家管
11□其他：

。

9. 同住的家人，從事醫療工作：1□無 2□西醫師 3□中醫師 4□藥師 5□護理師
6□其他

。(可複選)

二、用藥習慣：下列問題，請您在合適的資料□中打勾()。★複選：最多勾選三項★
1.

過去一年，您曾買什麼產品來預防保健或養生? (可複選，最多三項)
□1 無 □2 綜合維他命 □3 中藥(材)藥方 □4 科學中藥(粉) □5 中草藥
□6 健康食品 □7 保健食品 □8 生機飲食 □9 其他：
(註：健康食品是經衛生署認證的產品；保健食品通常是廠商宣稱)

2.

您目前使用什麼產品來預防保健或養生? (可複選，最多三項)
□1 無□2 綜合維他命□3 中藥(材)藥方□4 科學中藥(粉)□5 中草藥□6 健康食品
□7 保健食品

□8 生機飲食□9 其他，

。

(註：健康食品是經衛生署認證的產品；保健食品通常是廠商宣稱)
3.

您購買預防保健或養生的產品，一年的費用，大約？：
□1 無 □2 1~999 元 □3 1000~4999 元 □4 5000~9999 元□5 10000~29999 元
□630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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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是否知道，曾對何種藥物或食物過敏？
□1 目前所知沒有對任何物質過敏 □2 不知道 □3 對海鮮類過敏
□4 有藥物過敏，但藥名不清楚

5.

□5 對

藥過敏 □6 其他，

目前您長期服用的藥品，有哪一類？(可複選，最多三項)
□1 降血壓藥 □2 降血糖藥 □3 降血脂藥 □4 心臟血管用藥 □5 止痛藥 □6 避孕藥
□7 安眠藥

□8 肝病用藥 □9 痛風用藥 □10 更年期荷爾蒙或骨質疏鬆藥

□11 癌症治療藥 □12 綜合維他命 □13 減肥藥
□14 其他，
6.

, (同時併服其他類藥品□a 無 □b 中藥 □c 草藥 □d 其他

)

過去一年，您感冒或腹瀉等輕微不舒服時,曾選擇何種就醫或治療方式? (可複選，最
多三項)
□1 西醫,□2 中醫(含針灸) □3 找藥局配藥 □4 到藥局買成藥 □5 買中草藥
□6 民俗療法(拔罐刮痧)

7.

□7 問神求藥籤 □8 找國術館

□9 其它，

現在，您若感冒或腹瀉等輕微不舒服時,您會選擇何種就醫或治療方式? (可複選，最
多三項)
□1 西醫 □2 中醫(含針灸) □3 找藥局配藥 □4 到藥局買成藥 □5 買中草藥
□6 民俗療法(拔罐刮痧)

8.

□7 問神求藥籤 □8 找國術館

保健或養生產品是您認為有何好處或有何原因，所以您才購買：(可複選，最多三項)
□1 醫師推薦 □2 藥師推薦 □3 營養師推薦 □4 護理師推薦

□5 子女孝心買來

□6 親友介紹 □7 國(內)外導遊介紹 □8 問神求藥籤的建議

□9 網路或購物頻道促銷

□10 賣場店員促銷 □11 電視健康講座介紹
9.

□9 其它，

□12 電台廣播介紹 □13 其他

您感冒或慢性疾病使用的西藥，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1 醫院 □2 診所 □3 社區藥局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5 民俗推拿的場所 □6 親友給的
□7 菜市場或夜市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9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11 其他

10. 您使用的中(草)藥，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1 中醫醫院 □2 中醫診所 □3 社區藥局 □4 中藥房

□5 民俗推拿的場所

□6 大賣場或藥妝店

□7 子女買的 □8 親友送的 □9 菜市場或夜市

□10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11 電台或購物頻道 □12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13 其他

11. 您使用的綜合維他命，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1 醫院 □2 診所 □3 社區藥局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5 子女買的 □6 親友送的
□7 菜市場或夜市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11 親友送的 □1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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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您使用的健康食品或保健食品，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1 醫院 □2 診所 □3 社區藥局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5 子女買的 □6 親友送的
□7 菜市場或夜市□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11 親友送的 □12 其他

,,

13. 您是否有看中醫的習慣？
□1 是 (續答 13-1)

□2 否 (請跳答 14 題)

13-1 您是否有固定的中醫就醫場所？
□1 是 (續答 13-2, 13-3) □2 否，沒固定的中醫診所或醫院 (請跳答 14 題)
13-2 您主要固定的中醫就醫場所為何？
□1 中醫診院 □2 綜合醫院附設的中醫部 □3 中醫醫院
13-3 您知道的中醫就醫場所的資訊來源為何？(可複選，最多三項)
□1 親友推薦的中醫診所或醫院 □2 媒體廣告的中醫診所或醫院
□3 網路推薦的中醫診所或醫院 □4 住家附近的中醫診所或醫院 □5 其他
14. 您是否曾在半年內同時看中醫及西醫？
□1 是 (續答 14-1，14-2，14-3)

□2 否(跳答 15 題)

14-1 當您同時看中醫及西醫時，會主動告訴醫師或中醫師，您同時中、西醫的就醫情形
嗎？
□1 會

□2 不會

□3 看情形(請簡述原因：

)

14-2 當您同時看中醫及西醫時，會主動提供中藥或西藥品項，給醫師或中醫師參考嗎？
□1 會

□2 不會

□3 看情形(請簡述原因：

)

14-3 您會如何提供中藥或西藥的藥品資料，給醫師或中醫師參考？
□1 藥袋 □2 醫院或診所給的藥單 □3 將藥品帶去 □4 口頭跟醫師講 □5 其他
15. 最近半年內您就醫時，會主動告知醫師或中醫師，目前自行服用的藥品或保健養
生的產品？
□1 會 (續答 15-1，15-2) □2 不會 □3 看情形(請簡述原因：

)

15-1 最近半年內，當您就醫後、領藥時，會主動告知藥師，目前自行服用的藥品或保健
養生的產品？
□1 會 (續答 15-2) □2 不會

□3 看情形(請簡述原因：

15-2 您會如何提供藥品或保健養生產品，給醫師(中醫師)或藥師參考？
□1 包裝盒 □2 說明書 □3 將產品帶去 □4 口頭跟醫師或藥師講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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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您認為看中醫，服用中藥有好處或原因，所以您才會看中醫服中藥？(可複選，最多
三項)
□1 擔心西藥的副作用 □2 藥性溫和、無副作用 □3 輔助西醫疾病的治療
□4 適合有病治病、沒病強身 □5 其他
17. 中醫看病時，您除了應告訴醫師哪裡不舒服，還應主動向醫師說明哪些事項？(可複
選，最多三項)
□1 曾經生過的病 □2 目前的疾病及正在使用的藥品 □3 過敏的藥物或食物
□4 最近有沒有懷孕或計畫懷孕 □5 最近有沒有哺乳 □6 是否有特殊體質
□7 是否有特殊飲食習慣 □8 最近有沒有需考試或長途開車
18. 最近半年內，當同時服用藥品或養生保健產品時，您的的習慣是？
□1 直接吞服 □2 配開水 □3 配茶 □4 配牛奶 □5 配果汁 □6 葡萄柚汁 □7 配咖啡
□8 其他
19. 若同時服用中、西藥及健康食品，您會如何服用？
□1 同時服用 □2 間隔 1 小時 □3 間隔 2 小時
□4 將中藥或健康食品飯前、西藥飯後分開服用 □5 向醫師問清楚
□6 向藥師問清楚 □7 隨便，有服用就好 □8 其他
20. 下列哪一個選項，最能說明西藥與中藥或健康保健食品一起併用的情況？
□1 效果更好 □2 效果沒差別, □3 效果變差 □4 可能有風險，但無妨
□5 可能有風險，應請教醫師或藥師 □6 其他
21. 最近一年，您看中醫服藥後，若覺得病情已有改善，剩餘的中草藥您會如何處理？
□1 繼續將藥服用完畢 □2 剩藥當垃圾丟棄 □3 剩藥留待下次自行使用
□4 剩藥留待給有需要的親友 □5 剩藥跟西藥一樣，拿到藥局或醫院回收
22. 購買的中藥材或看中醫領回科學中藥，您會如何儲存？(可複選，最多三項)
□1 都放在冰箱冷藏 □2 都放在冰箱冷凍
□3 都放在陰涼乾燥處
□4 中藥材放在冰箱冷凍，科學中藥冷藏
□5 中藥材放在冰箱冷藏，科學中藥放在陰涼乾燥處
□6 存放在乾燥箱 □7 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 □8 其他
23. 最近一年，中醫師開的或自己購買的中藥(材)，您曾使用何種器具煎煮？(可複選，
最多三項)
□1 不曾煎煮中藥材 □2 都由醫院或診所代煎 □3 鋁鍋 □4 鐵鍋 □5 不銹鋼鍋
□6 啞巴媳婦(電熱式自動煎藥器) □7 陶瓷鍋 □8 玻璃鍋 □9 其他
24. 最近一年，用中藥(材)烹煮食物(藥膳)時，您會如何處理？
□1 不曾烹煮藥膳 □2 食材藥材放入鍋內一起煮
□3 食材藥材分別烹煮後，再混合烹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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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藥材先煮好後，食材川燙，再放入烹煮入味
□5 食材先煮好後，再加入藥材烹煮 □6 其他
25. 您對中(草)藥的知識或資訊來源：(可複選，最多三項)
□1 醫師 □2 藥師 □3 親友 □4 社區大學或長青學苑 □5 社區宣導活動
□6 電視或電台廣播 □7 報紙雜誌 □8 農民曆 □9 網路 □10 其他

感謝您耐心的審查，有您的協助問卷將更為完善及符合民眾實際習慣行為

計畫主持人 陳錦雄
共同主持人 安文彬

趙瑞平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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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明

賴振榕

三、東部地區宣導種子藥師培訓前、後測問卷
102 年臺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 – 種子藥師培訓【宜蘭縣】
各位藥師(生)您好，歡迎參加培訓課程。基於民眾就醫及中西藥、建康食品等用藥習慣之安全需
求，特安排加強民眾中藥用藥習慣之中藥相關課程，期望藉此類課程的學習來提供更周延的中西藥的
藥事照護。

壹、基本資料：
1.執業身份：□1 藥師 □2 藥生。 2.執業證號：
3.已執業年資：
年
1
2
3
4
5
4.目前執業別：□ 社區藥局 □ 診所 □ 醫院 □ 衛生所 □ 其他
5.目前主要業務：□1 西藥 □2 中藥 □3 兼營中西藥 之藥品調劑、販售。
貳、培訓課程主題：單選，第 15 題為複選
1. ( )具良好鎮痛、抗發炎及降血壓作用的牛膝為？(1)川牛膝 (2)懷牛膝 (3)土牛膝
(4)味牛膝
2. ( )下列王不留行之敘述何者有誤？(1)種子入藥 (2)原植物稱麥藍菜
(3)根及幹入藥 (4)為石竹科植物
3. ( )下列黃耆之敘述何者有誤？(1)大陸藥典收載黃耆(白皮耆) (2)晉耆口味較甜
(3)紅耆又名晉耆 (4)台灣黃耆市場品大都為北耆(白皮耆)
4. ( )火焰反應可用於檢測下列何種中藥？(1)海金沙 (2)石膏 (3)滑石 (4)朱砂
5. ( )下列何者非青黛之原料植物？(1)馬藍 (2)菘藍 (3)野木藍 (4)田青
6. ( )台灣常用於蒲公英代用品的為？(1)大青 (2)兔兒菜 (3)土杜仲 (4)老公根
7. ( )下列何藥《本經》謂其：“補中益氣力，長肌肉，久服耳目聰明。”具有健脾補肺，
固腎益精之作用。現代研究其主要成分為人類性賀爾蒙之前驅物？(1)天門冬
(2)麥門冬 (3)菟絲子 (4)山藥。
8. ( )「四物湯」中不含哪種藥物？(1)當歸 (2)山藥 (3)川芎 (4)芍藥。
9. ( )下列何藥具有補血、活血、調經、止痛、潤腸通便的功能？(1)山藥 (2)白朮
(3)茯苓 (4)當歸。
10. ( )下列何種藥物具有益衛固表，利水腫，補益五臟。久服可壯骨強身，治諸氣虛
的作用？(1)當歸 (2)熟地 (3)黃耆 (4)肉桂。
11. (
)下列何藥味甘微苦，性溫，《本經》謂其：“主補五臟，安精神”，“明目開心益
智，久服輕身延年。”可大補元氣，生津止渴，對年老氣虛、久病虛脫者，尤
為適宜？(1)人參 (2)當歸 (3)菊花 (4)大黃。
12. (
13. (
14. (
15. (

)下列何者具有「回乳」之作用？(1)豬蹄 (2)麥芽 (3)高梁 (4)小米。
) Warfarin 等抗凝血劑，應避免併用下列何種藥物 (1)當歸 (2)紅花 (3)丹參
(4)人參
)何者外型似曇花常有民眾誤食而中毒的植物(1)聖誕花 (2)長春花 (3)麒麟花
(4)大花曼陀羅
)何者含有馬兜鈴酸，若長期服用會導致腎功能衰竭，即所謂「中藥腎病變」
(1)廣防己 (2)青木香 (3)關木通 (4)馬兜鈴 (5)天仙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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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臺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種子藥師培訓【花蓮台東場】
各位藥師(生)您好，歡迎參加培訓課程。基於民眾就醫及中西藥、建康食品等用藥習慣之安全
需求，特安排加強民眾中藥用藥習慣之中藥相關課程，期望藉此類課程的學習來提供更周延的中西藥
的藥事照護。

壹、基本資料：
1.執業身份：□1 藥師 □2 藥生。 2.執業證號：
3.已執業年資：
年
1
2
3
4
5
4.目前執業別：□ 社區藥局 □ 診所 □ 醫院 □ 衛生所 □ 其他
5.目前主要業務：□1 西藥 □2 中藥 □3 兼營中西藥 之藥品調劑、販售
貳、培訓課程主題：單選，第 15 題為複選
1. ( )具良好鎮痛、抗發炎及降血壓作用的牛膝為？(1)川牛膝 (2)懷牛膝 (3)土牛膝
(4)味牛膝
2. ( )下列王不留行之敘述何者有誤？(1)種子入藥 (2)原植物稱麥藍菜
(3)根及幹入藥 (4)為石竹科植物
3. ( )下列黃耆之敘述何者有誤？(1)大陸藥典收載黃耆(白皮耆) (2)晉耆口味較甜
(3)紅耆又名晉耆 (4)台灣黃耆市場品大都為北耆(白皮耆)
4. ( )火焰反應可用於檢測下列何種中藥？(1)海金沙 (2)石膏 (3)滑石 (4)朱砂
5. ( )下列何者非青黛之原料植物？(1)馬藍 (2)菘藍 (3)野木藍 (4)田青
6. ( )台灣常用於蒲公英代用品的為？(1)大青 (2)兔兒菜 (3)土杜仲 (4)老公根
7. ( )下列何藥《本經》謂其：“補中益氣力，長肌肉，久服耳目聰明。”具有健脾補肺，
固腎益精之作用。現代研究其主要成分為人類性賀爾蒙之前驅物？(1)天門冬
(2)麥門冬 (3)菟絲子 (4)山藥。
8. ( )「四物湯」中不含哪種藥物？(1)當歸 (2)山藥 (3)川芎 (4)芍藥。
9. ( )下列何藥具有補血、活血、調經、止痛、潤腸通便的功能？(1)山藥 (2)白朮
(3)茯苓 (4)當歸。
10. (
)下列何種藥物具有益衛固表，利水腫，補益五臟。久服可壯骨強身，治諸氣虛
的作用？(1)當歸 (2)熟地 (3)黃耆 (4)肉桂。
11. (
)下列何藥味甘微苦，性溫，《本經》謂其：“主補五臟，安精神”，“明目開心益
智，久服輕身延年。”可大補元氣，生津止渴，對年老氣虛、久病虛脫者，尤為
適宜？(1)人參 (2)當歸 (3)菊花 (4)大黃。
12. ( )下列何者具有「回乳」之作用？(1)豬蹄 (2)麥芽 (3)高梁 (4)小米。
13. (
)含強心配醣體之植物毒素，易導致心律不整、呼吸困難等中毒反應，下列何者
14. (
15. (

不含此類植物毒素 (1)毛地黃 (2)夾竹桃 (3)萬年青 (4)馬錢子
)何者外型似曇花常有民眾誤食而中毒的植物(1)聖誕花 (2)長春花 (3)麒麟花
(4)大花曼陀羅
)何者含有馬兜鈴酸，若長期服用會導致腎功能衰竭，即所謂「中藥腎病變」
(1)廣防己 (2)青木香 (3)關木通 (4)馬兜鈴 (5)天仙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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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中藥正確用藥知識宣導成效問卷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司
臺灣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中藥正確用藥知識宣導成效問卷
【問卷為中醫藥司委辦 CCMP102－CP－011 計畫成效與政策之參考用，請您放心填答】
一、基本資料：請在適合您的□中打勾（）

填表日期：102 年

月

日

1. 性別：1□男□ 2□女
2. 年齡：

歲

3. 居住縣市：
1□宜蘭縣

(市、鎮、村、鄉) 2□花蓮縣

3□台東縣

(市、鎮、村、鄉) 4□其他

4. 族群：1□漢人(族) 2□原住民
3□新住民(國籍

(市、鎮、村、鄉)
(市、縣、鎮、村、鄉)

族

a□越南 b□印尼 c□中國 d□其他

) 4□其他：

5. 最高學歷：1□未曾就學 2□小學 3□國中 4□高中職 5□大學 6□研究所以上
6. 婚姻：1□未婚 2□已婚 3□單親 4□其他：
7. 居住狀況：1□獨居 2□與配偶同住 3□與子女同住 4□與(外籍)看護同住
5□與家人及看護同住 6□其他：

8. 職業：1□無 2□軍警 3□公 4□教 5□農 6□工 7□商 8□醫療業 9□自由業 10□家管
11□其他：

。

9. 同住的家人，從事醫療工作：1□無 2□西醫師 3□中醫師 4□藥師 5□護理師 6□其他
(可複選)
10. 您一年用來購買中草藥或健康食品的費用，大約：1□2 千元以內 2□2 千以上未滿 1 萬元
3□1 萬以上未滿 3 萬元 4□3 萬元以上 5□無
二、中西藥用藥認知概念：下列敘述的問題，您認為「對的請於( ) 打Ｏ；錯請打 Ｘ 」
1. (

) 西藥可預防、緩和或治療疾病，常有副作用；而中藥 藥性溫和無毒、無副作用。

2. (

) 蔥 薑 蒜 麻油等屬「藥食同源」的中藥，常用於羊肉爐及麻油雞等，可多食無害。

3. (

) 中藥溫和，所以中醫處方不需由專業人員（中醫師或藥師）調劑，是合法也安全的作
業。

4. (

) 慢性疾病(如高血脂)多用西藥控制。而藥膳、保健食品與健康食品(紅麴等)，基本上
是補養品或食品，安全性高，適合自行服用加強藥療，經常服用補養身體元氣。

5. (

) 中藥補養劑多屬於上品、無毒的藥品。所以認識藥性的「溫、熱、寒、涼」後，是
不需醫療專業人員的診療或指導，可依自我的體質(寒、熱、虛、實)需要自行服用。

6. (

) 中草藥多屬天然植物或動物藥材所以在菜市場或遊覽風景區購買品質，是可以安心。。

7. (

)「中藥是中藥，西藥是西藥」，所以已服用西藥預防心肌梗塞，再購買通血路的中藥
或健康食品（如紅花 丹参 銀杏 魚油）等同時服用，加強預防心肌梗塞的效果。

8. (

) 長期濫服西藥是造成「洗腎」的原因之一，
「中(草)藥」是沒有這些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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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藥酒」是中藥材浸泡的酒，
「是藥、不是酒」所以多喝不會傷肝的問題。

10. (

) 有高血壓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服用中藥補氣或補身還是經中醫診斷才安全。

三、衛生福利部宣導正確用藥概念與原則，下列問題，您認為「對的」請於□ 內 打 
1 . 預 防 藥 命 風 險 ， 必 須 學 會「 用 藥 五 問 」的 概 念 ， 請 教 甚 麼 是 五 問 ? ( 單 選 )
1□ 問 藥 名 、 問 藥 效 、 問 用 法 、 問 保 存 期 限 及 問 價 錢 。
2□ 問 醫 師 姓 名 、 問 診 所 電 話 、 問 藥 名 、 問 藥 效 、 問 用 法 。
3□ 問 藥 名 、 問 藥 效 、 問 用 法 、 問 注 意 事 項 及 問 用 多 久 。
4□ 問 藥 名 、 問 藥 效 、 問 用 法 、 問 用 多 久 及 問 保 存 期 限 。
2. 呼籲民眾熟記及堅持「用藥安全 五不原則」，請 教 是 以 下 哪 「五不」?( 複 選 )
1□ 不 要 聽 信 醫 師 建 議 、 藥 師 指 示 的 藥 。
2□ 不 要 聽 信 別 人 推 薦 的 藥 。
□不要相信神奇療效的藥。
4□ 不 買 社 區 藥 局 的 藥 。
5□ 不 買 地 攤 、 夜 市 、 遊 覽 車 上 所 販 賣 的 藥 。
6 □ 不 吃 別 人 ( 贈 送 )的 藥 。
7□ 不 推 薦 藥 品 給 親 朋 好 友 。
3. 中醫藥司呼籲民眾中醫藥就醫、用藥【五原則：停看聽選用】
，「對的」請 於 打  ?
(複 選 )
3

1

□ 【停】-停止不當看病、購藥及用藥行為：「病急亂投醫」
「甲好逗相報」

2

□ 【看】-看病時應向醫師說清楚：病症、特殊狀況、病史、現行服用藥物。

3

□ 【聽】-聽電台主持人或邀請的專家的介紹、說明。

4

□ 【聽】-聽專業醫藥師說明：服藥方法、時間、禁忌。

5

□ 【選】-選購安全、有效中醫藥品：

6

□ 【用】-用中藥時應遵電台的講法，詳閱包裝、服用方式..。

7

□ 【用】-用中藥時應遵醫囑：詳閱藥袋、溫水服用、忘記服藥、中西藥服用方式.

謝謝填答，我們將依您的意見，將宣導內容修正更符合您的期望。
衛生福利部中醫司
臺灣東部地區藥師公會 關心您

41

五、東部地區民眾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及宣導計畫工作進度表
101.12.13 繕製計畫書並取得全聯會、宜蘭縣、花蓮縣公會配合意願書。
101.12.24 交付投標單及計畫書。
102.01.14 陳錦雄主持人等赴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作工作計畫簡報及說明會。
102.02.26 陳錦雄主持人及程碧鬆幹事赴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議價。
102.02.28 計畫執行說明協調會。

地點：花蓮藥師公會

102.03.24 第一次專家學者暨工作小組會議。

地點：花蓮藥師公會

102.06.02 種子藥師培訓課程

台東場 119 人參加

地點：台東縣立體育場

102.06.16 種子藥師培訓課程

宜蘭場 206 人參加

地點：羅東博晉醫院

102.06.16/23 種子藥師培訓課程 花蓮場 276 人參加

地點：花蓮縣衛生局

102.06.30 調查訪視進行已訪視(三縣)450 人
102.06.30 繕製期中報告書
102.07.09 陳錦雄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赴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作期中報告
102.08.01 調查訪視完成計 1050 份問卷，已作電腦分析。
102.08.12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台東場 51 人參加

地點：台東基督教醫院

102.08.13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台東場 41 人參加

地點：台東縣卑南鄉衛生所

102.09.04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台東場 28 人參加

地點：台東縣關山鎮衛生所

102.09.11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台東場 26 人參加

地點：台東縣都蘭村衛生室

102.10.05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台東場 56 人參加

地點：台東市南京路市民廣場

102.08.05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花蓮場 53 人參加

地點：花蓮縣國華里活動中心

102.08.25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花蓮場 52 人參加

地點：花蓮縣人合舍

102.09.01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花蓮場 73 人參加

地點：花蓮縣主農里活動中心

102.09.15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花蓮場 96 人參加

地點：花蓮縣社福館(主字頭里)

102.09.15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花蓮場 131 人參加

地點:花蓮縣勞工活動中心(國字頭里)

102.08.02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宜蘭場 44 人參加

地點：宜蘭縣大同鄉活動中心

102.08.11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宜蘭場 53 人參加

地點：宜蘭市楊士芳紀念林園

102.08.14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宜蘭場 83 人參加

地點：蘇澳扶輪社

102.08.20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宜蘭場 30 人參加

地點：羅東鎮立養護所

102.09.18 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會

宜蘭場 29 人參加

地點：頭城鎮城隍廟

102.09.08 第二次專家學者暨工作小組會議

地點：花蓮縣生命線協會

102.10.27 成果發表研討會

地點：花蓮縣生命線協會

102.10.31 完成電腦分析，製作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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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圖、表

圖一之 1、報名參與種子藥師培訓之縣市公會藥師(生)比例圖

圖一之 2、種子藥師培訓授課前之學習問卷評估結果，前測正確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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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 3、宜花東種子藥師培訓評估問卷前後測答題正確率分析圖

圖一之 4、宜蘭縣藥師公會種子藥師培訓評估問卷前後測答題正確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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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 5、花蓮縣藥師公會種子藥師培訓評估問卷前後測答題正確率分析圖

圖一之 6、花蓮縣藥師公會種子藥師培訓評估問卷前後測答題正確率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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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之 1、東部地區民眾參與中藥用藥安全宣導活動之縣市與性別分析圖

圖二之 2、東部地區中藥用藥安全宣導參與民眾之族群分析圖

46

圖二之 3、民眾用藥認知評估問卷前、後測填答之正確率

圖二之 4、民眾用藥認知評估問卷前、後測填答正確之提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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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之 1、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問卷之民眾性別分析

圖三－1 之 2、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問卷之民眾居住縣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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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之 3、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問卷之民眾年齡分析

圖三－1 之 4、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問卷之民眾族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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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之 5、中藥用藥習慣調查問卷之民眾居住縣市分析

圖三－2 之 1、調查過去一年，民眾購買養生保健之產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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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 之 2、習慣調查期間，民眾購買養生保健之產品分析

圖三－2 之 3、民眾購買保健或養生產品因親友介紹之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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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 之 4、民眾於中藥房或社區藥局購買中草藥之分析

圖三－2 之 5、民眾看中醫、服用中藥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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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 之 6、民眾提供養生產品供醫師或藥參考之方式

圖三－2 之 7、民眾中(草)藥的知識或資訊來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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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台灣東部地區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師培訓評估成效
縣市
題號

宜蘭縣答題正確率

花蓮縣答題正確率

台東縣答題正確率

前測 (n=171) 後測(n=187) 前測(n=166) 後測 (n=170) 前測 (n=90) 後測 (n=107)

題_1
題_2
題_3
題_4
題_5
題_6
題_7
題_8
題_9
題_10

64
88
91
34
82
88
110
138
127
112

(37.4%)
(51.5%)
(53.2%)
(19.9%)
(48.0%)
(51.5%)
(64.3%)
(80.7%)
(74.3%)
(65.5%)

題_11
題_12
題_13
題_14
題_15

124
63
110
145
20

(72.5%) 185
(36.8%) 162
(64.3%) 72
(84.8%) 169
(11.7%) 47

180
177
178
176
177
176
179
175
182
180

(96.3%)
(94.7%)
(95.2%)
(94.1%)
(94.7%)
(94.1%)
(95.7%)
(93.6%)
(97.3%)

137 (82.5%)
131 (78.9%)
138 (83.1%)
136 (81.9%)
147 (88.6%)
152 (91.6%)
129 (77.7%)
142 (85.5%)
141 (84.9%)

170
168
167
169
169
167
165
167
169

(100.0%)
(98.8%)
(98.2%)
(99.4%)
(99.4%)
(98.2%)
(97.1%)
(98.2%)
(99.4%)

84
73
73
79
87
89
70
85
87

(93.3%)
(81.1%)
(81.1%)
(87.8%)
(96.7%)
(98.9%)
(77.8%)
(94.4%)
(96.7%)

106 (99.1%)
107 (100.0%)
106 (99.1%)
106 (99.1%)
105 (98.1%)
103 (96.3%)
104 (97.2%)
105 (98.1%)
106 (99.1%)

(96.3%)
(98.9%)
(86.6%)
(38.5%)
(90.4%)
(25.1%)

134
147
76
82
148
18

169
168
168
168
167
161

(99.4%)
(98.8%)
(98.8%)
(98.8%)
(98.2%)
(94.7%)

79
82
27
37
86
15

(87.8%)
(91.1%)
(30.0%)
(41.1%)
(95.6%)
(16.7%)

105
106
102
101
106
40

(80.7%)
(88.6%)
(45.8%)
(49.4%)
(89.2%)
(10.8%)

(98.1%)
(99.1%)
(95.3%)
(94.4%)
(99.1%)
(37.4%)

102 年台灣東部地區中藥用藥安全宣導講師培訓前、後測評估之正確提升率
縣市 題_1 題_2 題_3 題_4 題_5 題_6 題_7 題_8 題_9 題_10 題_11 題_12 題_13 題_14 題_15
宜蘭 58.8% 43.2% 42.0% 74.2% 46.7% 42.7% 31.4% 12.9% 23.1% 30.8% 26.4% 49.8% -25.8% 5.6% 13.4%
花蓮 17.5% 19.9% 15.1% 17.5% 10.9% 6.7% 19.3% 12.7% 14.5% 18.7% 10.3% 53.0% 49.4% 9.1% 83.9%
台東 5.7% 18.9% 18.0% 11.3% 1.5% -2.6% 19.4% 3.7% 2.4% 10.4% 8.0% 65.3% 53.3% 3.5%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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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基本資料分析
項目

年齡

居住
縣市

族群

最高
學歷

婚姻

住居

全部(n=1,050)
人數 百分比 (%)
12 歲以下
0
0.0
13~18 歲
17
1.6
19~35 歲
228
21.7
36~55 歲
493
47.0
56~65 歲
209
19.9
66 歲以上
102
9.7
宜蕳縣
348
33.2
花蓮縣
356
33.9
台東縣
340
32.4
其他
5
0.5
漢人
689
67.1
原住民
233
22.7
新住民
105
10.2
其他
0
0.0
未曾就學
35
3.5
小學
112
11.1
國中
159
15.7
高中職
360
35.5
大學(含專科)
311
30.7
研究所以上
37
3.7
未婚
207
20.1
已婚
772
75.0
單親
39
3.8
其他
12
1.2
獨居
105
10.1
與配偶同住
415
40.0
與子女同住
159
15.3
與(外籍)看護同住 4
0.4
與家人同住及看
112
10.8
護同住
與配偶及子女同
187
18.0
住
其他
55
5.3
55

男 (n=452, 43.1%)
人數 百分比 (%)
0
0.0
7
1.6
76
16.8
217
48.0
106
23.5
46
10.2
146
32.3
167
37.0
137
30.3
2
0.4
348
78.9
86
19.5
7
1.6
0
0.0
1
0.2
36
8.2
65
14.8
170
38.8
142
32.4
24
5.5
80
17.9
352
78.9
10
2.2
4
0.9
44
9.8
194
43.4
58
13.0
1
0.2

女 (n=598, 57.0%)
人數 百分比 (%)
0
0.0
10
1.7
152
25.5
276
46.2
103
17.3
56
9.4
202
33.8
189
31.7
203
34.0
3
0.5
341
58.2
147
25.1
98
16.7
0
0.0
34
5.9
76
13.2
94
16.3
190
33.0
169
29.3
13
2.3
127
21.8
420
71.9
29
5.0
8
1.4
61
10.3
221
37.5
101
17.1
3
0.5

45

10.1

67

11.4

90

20.1

97

16.4

15

3.4

40

6.8

項目

職業

同住的
家人，
從事醫
療工作
(複選)

無
軍警
公
教
農
工
商
醫療業
自由業
家管
其他
無
西醫師
中醫師
藥師
護理師
其他

全部 (n=1,050) 男 (n=452, 43.1%) 女 (n=598, 57.0%)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148
14.2
50
11.1
98
16.6
20
1.9
16
3.6
4
0.7
121
11.6
77
17.2
44
7.5
30
2.9
17
3.8
13
2.2
65
6.3
48
10.7
17
2.9
89
8.6
71
15.8
18
3.1
152
14.6
74
16.5
78
13.2
90
8.7
25
5.6
65
11.0
149
14.3
59
13.1
90
15.2
140
13.5
3
0.7
137
23.2
36
3.5
9
2.0
27
4.6
785
80.3
344
81.3
441
79.5
9
0.9
6
1.4
3
0.5
5
0.5
1
0.2
4
0.7
55
5.6
29
6.9
26
4.7
70
7.2
27
6.4
43
7.8
59
6.0
19
4.5
4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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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依縣市別分析
過去一年，您曾買什麼產品來預防保健或養生？（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無
87 (25.4%) 100 (28.2%) 84 (24.9%) 3 (60%) 274 (26.4%)
2 綜合維他命
160 (46.8%) 169 (47.7%) 153 (45.3%) 1 (20%) 483 (46.5%)
3 中藥(材)藥方
67 (19.6%) 53 (15%) 62 (18.3%) 1 (20%) 183 (17.6%)
4 科學中藥(粉)
29 (8.5%)
20 (5.6%)
28 (8.3%) 1 (20%) 78 (7.5%)
5 中草藥
24 (7%)
23 (6.5%) 40 (11.8%) 0 (0%)
87 (8.4%)
6 健康食品
95 (27.8%) 82 (23.2%) 73 (21.6%) 0 (0%) 250 (24.1%)
7 保健食品
70 (20.5%) 66 (18.6%) 87 (25.7%) 1 (20%) 224 (21.6%)
8 生機飲食
21 (6.1%)
17 (4.8%)
16 (4.7%)
0 (0%)
54 (5.2%)
9 其他
1 (0.3%)
3 (0.8%)
5 (1.5%)
0 (0%)
9 (0.9%)
您目前使用什麼產品來預防保健或養生？（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1無
101 (29.9%) 113 (31.9%) 96 (28.7%) 4 (80%)
2 綜合維他命
143 (42.3%) 160 (45.2%) 149 (44.5%) 1 (20%)
3 中藥(材)藥方
51 (15.1%) 35 (9.9%) 50 (14.9%)
0 (0%)
4 科學中藥(粉)
25 (7.4%) 16 (4.5%) 26 (7.8%)
0 (0%)
5 中草藥
16 (4.7%) 15 (4.2%) 34 (10.1%)
0 (0%)
6 健康食品
77 (22.8%) 61 (17.2%) 59 (17.6%)
0 (0%)
7 保健食品
67 (19.8%) 63 (17.8%) 81 (24.2%)
0 (0%)
8 生機飲食
17 (5%)
19 (5.4%) 11 (3.3%)
0 (0%)
9 其他
2 (0.6%)
1 (0.3%)
4 (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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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n=1,049)
314 (30.4%)
453 (43.9%)
136 (13.2%)
67 (6.5%)
65 (6.3%)
197 (19.1%)
211 (20.4%)
47 (4.6%)
7 (0.7%)

您購買預防保健或養生的產品，一年的費用，大約：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1無
91 (26.5%) 93 (26.6%) 89 (26.4%)
2 1~999 元
44 (12.8%) 48 (13.8%) 48 (14.2%)
3 1000~4999 元
129 (37.6%) 127 (36.4%) 125 (37.1%)
4 5000~9999 元
50 (14.6%) 59 (16.9%) 48 (14.2%)
5 10000~29999 元
23 (6.7%)
21 (6%)
22 (6.5%)
6 約 30000 元以上
6 (1.7%)
1 (0.3%)
5 (1.5%)

其他
(n=5)
3 (60%)
0 (0%)
1 (20%)
1 (20%)
0 (0%)
0 (0%)

全部
(n=1,049)
276 (26.7%)
140 (13.5%)
382 (36.9%)
158 (15.3%)
66 (6.4%)
12 (1.2%)

您是否知道，曾對何種藥物或食物過敏？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目前所知沒有對任
226 (65.5%) 226 (63.5%) 245 (72.5%) 5 (100%) 702 (67.2%)
何物質過敏
2 不知道
59 (17.1%) 76 (21.3%) 34 (10.1%)
0 (0%) 169 (16.2%)
3 對海鮮類過敏
25 (7.2%) 23 (6.5%) 26 (7.7%)
0 (0%)
74 (7.1%)
4 有藥物過敏，但藥名
21 (6.1%) 24 (6.7%)
17 (5%)
0 (0%)
62 (5.9%)
不清楚
5 對某藥過敏
17 (4.9%)
8 (2.2%)
10 (3%)
0 (0%)
35 (3.4%)
6 其他
9 (2.6%)
6 (1.7%)
7 (2.1%)
0 (0%)
2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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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您長期服用的藥品，有哪一類？（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1 降血壓藥
64 (24.1%) 79 (23.1%) 63 (22%)
1 (25%)
2 降血糖藥
32 (12%) 44 (12.9%) 27 (9.4%)
0 (0%)
3 降血脂藥
31 (11.7%) 42 (12.3%) 31 (10.8%)
0 (0%)
4 心臟血管用藥
37 (13.9%) 32 (9.4%) 24 (8.4%)
0 (0%)
5 止痛藥
27 (10.2%) 22 (6.4%) 25 (8.7%)
0 (0%)
6 避孕藥
5 (1.9%)
5 (1.5%)
6 (2.1%)
0 (0%)
7 安眠藥
14 (5.3%) 15 (4.4%) 17 (5.9%)
0 (0%)
8 肝病用藥
14 (5.3%)
3 (0.9%)
10 (3.5%)
0 (0%)
9 痛風用藥
10 (3.8%) 11 (3.2%) 18 (6.3%)
0 (0%)
10 更年期荷爾蒙或骨
12 (4.5%) 14 (4.1%) 17 (5.9%)
0 (0%)
質疏鬆藥
11 癌症治療藥
3 (1.1%)
3 (0.9%)
2 (0.7%)
0 (0%)
12 綜合維他命
80 (30.1%) 88 (25.7%) 93 (32.5%) 1 (25%)
13 減肥藥
2 (0.8%)
3 (0.9%)
3 (1%)
0 (0%)
14 其他
76 (28.6%) 74 (21.6%) 31 (10.8%) 3 (75%)

全部
(n=1,049)
207 (23.1%)
103 (11.5%)
104 (11.6%)
93 (10.4%)
74 (8.2%)
16 (1.8%)
46 (5.1%)
27 (3%)
39 (4.3%)
43 (4.8%)
8 (0.9%)
262 (29.2%)
8 (0.9%)
184 (20.5%)

題目/選項
同時併服用其他類藥品
無 (a)
76 (73.1%) 99 (86.1%) 107 (78.1%) 1 (100%) 283 (79.3%)
有
28 (26.9%) 16 (13.9%) 30 (21.9%)
0 (0%)
74 (20.7%)
(b 中藥、草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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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若您感冒或腹瀉等輕微不舒服時，曾選擇何種就醫或治療方式？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西醫
254 (74.5%) 254 (72.2%) 250 (73.7%) 2 (40%) 760 (73.3%)
2 中醫(含針灸)
38 (11.1%) 36 (10.2%) 70 (20.6%) 1 (20%)
145 (14%)
3 找藥局配藥
125 (36.7%) 82 (23.3%) 67 (19.8%) 2 (40%) 276 (26.6%)
4 到藥局買成藥
98 (28.7%) 84 (23.9%) 68 (20.1%) 1 (20%) 251 (24.2%)
5 買中草藥
12 (3.5%)
4 (1.1%)
22 (6.5%)
0 (0%)
38 (3.7%)
6 民俗療法(拔罐刮痧) 12 (3.5%)
4 (1.1%)
8 (2.4%)
0 (0%)
24 (2.3%)
7 問神求藥籤
1 (0.3%)
0 (0%)
0 (0%)
0 (0%)
1 (0.1%)
8 找國術館
0 (0%)
1 (0.3%)
0 (0%)
0 (0%)
1 (0.1%)
9 其它
12 (3.5%) 16 (4.5%) 13 (3.8%)
0 (0%)
41 (4%)
現在，若您感冒或腹瀉等輕微不舒服時，您會選擇何種就醫或治療方式？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西醫
261 (76.1%) 266 (75.6%) 247 (72.9%) 2 (40%) 776 (74.7%)
2 中醫(含針灸)
44 (12.8%) 32 (9.1%) 61 (18%)
1 (20%) 138 (13.3%)
3 找藥局配藥
128 (37.3%) 74 (21%) 72 (21.2%)
0 (0%) 274 (26.4%)
4 到藥局買成藥
90 (26.2%) 91 (25.9%) 74 (21.8%) 1 (20%) 256 (24.6%)
5 買中草藥
11 (3.2%)
4 (1.1%)
18 (5.3%)
0 (0%)
33 (3.2%)
6 民俗療法(拔罐刮痧) 7 (2%)
5 (1.4%)
3 (0.9%)
0 (0%)
15 (1.4%)
7 問神求藥籤
1 (0.3%)
0 (0%)
1 (0.3%)
0 (0%)
2 (0.2%)
8 找國術館
0 (0%)
0 (0%)
0 (0%)
0 (0%)
0 (0%)
9 其它
10 (2.9%) 13 (3.7%) 16 (4.7%)
1 (20%)
4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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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或養生產品是您認為有何好處或有何原因，所以您才考慮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醫師推薦
133 (41.8%) 141 (41.2%) 134 (40.5%) 1 (20%) 409 (41.1%)
2 藥師推薦
130 (40.9%) 146 (42.7%) 128 (38.7%) 0 (0%) 404 (40.6%)
3 營養師推薦
50 (15.7%) 42 (12.3%) 41 (12.4%)
0 (0%) 133 (13.4%)
4 護理師推薦
5 (1.6%)
12 (3.5%)
10 (3%)
0 (0%)
27 (2.7%)
5 子女孝心買來
49 (15.4%) 60 (17.5%) 52 (15.7%)
0 (0%) 161 (16.2%)
6 親友介紹
95 (29.9%) 104 (30.4%) 118 (35.6%) 3 (60%) 320 (32.1%)
7 國(內)外導遊介紹
4 (1.3%)
3 (0.9%)
1 (0.3%)
0 (0%)
8 (0.8%)
8 問神求藥籤的建議
0 (0%)
0 (0%)
0 (0%)
0 (0%)
0 (0%)
9 網路或購物頻道促
16 (5%)
14 (4.1%) 13 (3.9%)
0 (0%)
43 (4.3%)
銷
10 賣場店員促銷
7 (2.2%)
8 (2.3%)
2 (0.6%)
0 (0%)
17 (1.7%)
11 電視健康講座介紹 31 (9.7%)
17 (5%)
21 (6.3%)
0 (0%)
69 (6.9%)
12 電台廣播介紹
16 (5%)
6 (1.8%)
12 (3.6%)
0 (0%)
34 (3.4%)
13 其他
19 (6%)
14 (4.1%) 25 (7.6%)
2 (40%)
60 (6%)
您感冒或慢性疾病使用的西藥，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1 醫院
171 (49.7%) 188 (53.4%) 196 (58.2%)
2 診所
212 (61.6%) 187 (53.1%) 193 (57.3%)
3 社區藥局
197 (57.3%) 158 (44.9%) 126 (37.4%)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19 (5.5%) 22 (6.3%) 23 (6.8%)
5 民俗推拿的場所
1 (0.3%)
1 (0.3%)
2 (0.6%)
6 親友給的
7 (2%)
6 (1.7%)
14 (4.2%)
7 菜市場或夜市
1 (0.3%)
1 (0.3%)
0 (0%)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2 (0.6%)
0 (0%)
2 (0.6%)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2 (0.6%)
1 (0.3%)
3 (0.9%)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0 (0%)
0 (0%)
0 (0%)
11 其他
1 (0.3%)
5 (1.4%)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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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n=5)
1 (20%)
3 (60%)
3 (6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全部
(n=1,049)
556 (53.6%)
595 (57.3%)
484 (46.6%)
64 (6.2%)
4 (0.4%)
27 (2.6%)
2 (0.2%)
4 (0.4%)
6 (0.6%)
0 (0%)
10 (1%)

您使用的中(草)藥，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中醫醫院
75 (24.4%) 77 (22.6%) 85 (26.1%) 1 (20%) 238 (24.3%)
2 中醫診所
152 (49.4%) 175 (51.5%) 172 (52.8%) 2 (40%) 501 (51.2%)
3 社區藥局
42 (13.6%) 32 (9.4%) 25 (7.7%)
1 (20%) 100 (10.2%)
4 中藥房
151 (49%) 150 (44.1%) 137 (42%)
0 (0%) 438 (44.7%)
5 民俗推拿的場所
6 (1.9%)
22 (6.5%) 12 (3.7%)
0 (0%)
40 (4.1%)
6 大賣場或藥妝店
6 (1.9%)
8 (2.4%)
7 (2.1%)
0 (0%)
21 (2.1%)
7 子女買的
6 (1.9%)
6 (1.8%)
1 (0.3%)
0 (0%)
13 (1.3%)
8 親友送的
7 (2.3%)
14 (4.1%) 18 (5.5%)
0 (0%)
39 (4%)
9 菜市場或夜市
9 (2.9%)
6 (1.8%)
7 (2.1%)
1 (20%)
23 (2.3%)
10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3 (1%)
4 (1.2%)
5 (1.5%)
0 (0%)
12 (1.2%)
11 電台或購物頻道
4 (1.3%)
1 (0.3%)
2 (0.6%)
0 (0%)
7 (0.7%)
12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2 (0.6%)
0 (0%)
0 (0%)
0 (0%)
2 (0.2%)
13 其他
21 (6.8%) 15 (4.4%) 22 (6.7%)
1 (20%)
59 (6%)
您使用的綜合維他命，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醫院
44 (13.9%) 53 (15.7%) 71 (21.4%)
0 (0%) 168 (16.9%)
2 診所
48 (15.1%) 57 (16.9%) 35 (10.5%)
0 (0%) 140 (14.1%)
3 社區藥局
201 (63.4%) 160 (47.3%) 148 (44.6%) 3 (60%) 512 (51.6%)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94 (29.7%) 116 (34.3%) 108 (32.5%) 2 (40%) 320 (32.3%)
5 子女買的
26 (8.2%) 50 (14.8%) 45 (13.6%)
0 (0%) 121 (12.2%)
6 親友送的
28 (8.8%) 35 (10.4%) 41 (12.3%)
0 (0%) 104 (10.5%)
7 菜市場或夜市
4 (1.3%)
0 (0%)
0 (0%)
0 (0%)
4 (0.4%)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0 (0%)
3 (0.9%)
5 (1.5%)
0 (0%)
8 (0.8%)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11 (3.5%)
7 (2.1%)
12 (3.6%)
0 (0%)
30 (3%)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3 (0.9%)
6 (1.8%)
6 (1.8%)
0 (0%)
15 (1.5%)
11 親友送的
6 (1.9%)
4 (1.2%)
9 (2.7%)
0 (0%)
19 (1.9%)
12 其他
24 (7.6%) 21 (6.2%) 33 (9.9%)
1 (20%)
7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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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的健康食品或保健食品，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1 醫院
39 (12.4%) 52 (15.4%) 67 (20.2%)
2 診所
57 (18.1%) 51 (15.1%) 48 (14.5%)
3 社區藥局
189 (60%) 155 (45.9%) 142 (42.9%)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91 (28.9%) 110 (32.5%) 104 (31.4%)
5 子女買的
31 (9.8%) 53 (15.7%) 48 (14.5%)
6 親友送的
34 (10.8%) 43 (12.7%) 43 (13%)
7 菜市場或夜市
3 (1%)
0 (0%)
2 (0.6%)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2 (0.6%)
3 (0.9%)
3 (0.9%)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16 (5.1%) 12 (3.6%) 17 (5.1%)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4 (1.3%)
7 (2.1%)
5 (1.5%)
11 親友送的
9 (2.9%)
3 (0.9%)
6 (1.8%)
12 其他
25 (7.9%) 25 (7.4%) 29 (8.8%)

其他
(n=5)
0 (0%)
0 (0%)
2 (40%)
3 (6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0%)
0 (0%)
1 (20%)

全部
(n=1,049)
158 (16%)
156 (15.8%)
488 (49.3%)
308 (31.1%)
132 (13.3%)
120 (12.1%)
5 (0.5%)
8 (0.8%)
45 (4.6%)
17 (1.7%)
18 (1.8%)
80 (8.1%)

您是否有看中醫的習慣？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是
115 (34%) 143 (40.6%) 123 (36.7%)

其他
(n=5)
3 (60%)

全部
(n=1,049)
384 (37.3%)

您是否有固定的中醫就醫場所？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n=348)
(n=356)
(n=340)
是
65 (58.6%) 92 (65.2%) 82 (67.8%)
您主要固定的中醫就醫場所為何？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n=348)
(n=356)
(n=340)
1 中醫診所
56 (84.8%) 71 (81.6%) 61 (77.2%)
2 綜合醫院附設的中
9 (13.6%) 15 (17.2%) 11 (13.9%)
醫部
3 中醫醫院
1 (1.5%)
1 (1.1%)
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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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全部
(n=5)
(n=1,049)
3 (100%) 242 (64.4%)

其他
(n=5)
1 (50%)

全部
(n=1,049)
189 (80.8%)

1 (50%)

36 (15.4%)

0 (0%)

9 (3.8%)

您知道的中醫就醫場所的資訊來源為何？（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親友推薦的中醫診
47 (70.1%) 74 (79.6%) 58 (71.6%) 2 (66.7%) 181 (74.2%)
所或醫院
2 媒體廣告的中醫院
3 (4.5%)
1 (1.1%)
6 (7.4%)
1 (33.3%) 11 (4.5%)
所或醫院
3 網路推薦的中醫院
0 (0%)
2 (2.2%)
3 (3.7%)
0 (0%)
5 (2%)
所或醫院
4 住家附近的中醫院
28 (41.8%) 37 (39.8%) 39 (48.1%) 3 (100%) 107 (43.9%)
所或醫院
5 其他
3 (4.5%)
1 (1.1%)
0 (0%)
0 (0%)
4 (1.6%)
您是否曾在半年內同時看中醫及西醫？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是
104 (31.9%) 126 (36.3%) 108 (32.6%)

其他
(n=5)
2 (40%)

全部
(n=1,049)
340 (33.7%)

當您同時看中醫及西醫時，會主動告訴醫師或中醫師，您同時中、西醫的
就醫情形嗎？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會
89 (77.4%) 99 (76.7%) 93 (81.6%) 2 (100%) 283 (78.6%)
2.不會
17 (14.8%) 23 (17.8%) 17 (14.9%)
0 (0%)
57 (15.8%)
3.看情形
9 (7.8%)
7 (5.4%)
4 (3.5%)
0 (0%)
20 (5.6%)
當您同時看中西醫時，會主動提供中藥或西藥品項，給醫師或中醫師參考
嗎？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會
72 (62.6%) 88 (68.8%) 65 (58%)
1 (50%) 226 (63.3%)
2.不會
33 (28.7%) 28 (21.9%) 36 (32.1%) 1 (50%) 98 (27.5%)
3.看情形
10 (8.7%) 12 (9.4%) 11 (9.8%)
0 (0%)
33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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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如何提供中藥或西藥的藥品資料，給醫師或中醫師參考？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1 藥袋
18 (16.2%) 16 (12.8%) 23 (20.9%)
0 (0%)
2 醫院或診所給的藥
26 (23.4%) 35 (28%) 25 (22.7%) 1 (50%)
單
3 將藥品帶去
14 (12.6%) 31 (24.8%) 16 (14.5%)
0 (0%)
4 口頭跟醫師講
36 (32.4%) 35 (28%) 38 (34.5%) 1 (50%)
5 其他
17 (15.3%) 8 (6.4%)
8 (7.3%)
0 (0%)

全部
(n=1,049)
57 (16.4%)
87 (25%)
61 (17.5%)
110 (31.6%)
33 (9.5%)

最近半年內您就醫時，會主動告知醫師或中醫師，目前自行服用的藥品或
保健養生的產品？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會
190 (58.5%) 228 (66.1%) 198 (60.9%) 3 (60%) 619 (61.9%)
2 不會
107 (32.9%) 102 (29.6%) 108 (33.2%) 2 (40%) 319 (31.9%)
3 看情形
28 (8.6%) 15 (4.3%) 19 (5.8%)
0 (0%)
62 (6.2%)
最近半年內，當您就醫後、領藥時，會主動告知藥師，目前自行服用的藥
品或保健養生的產品？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會
157 (74.1%) 190 (79.8%) 156 (71.9%) 3 (100%) 506 (75.5%)
2 不會
40 (18.9%) 35 (14.7%) 49 (22.6%)
0 (0%) 124 (18.5%)
3 看情形
15 (7.1%) 13 (5.5%) 12 (5.5%)
0 (0%)
4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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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如何提供藥品或保健養生產品，給醫師(中醫師)或藥師參考？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包裝盒
31 (17.8%) 29 (14.1%) 23 (14%)
0 (0%)
83 (15.2%)
2 說明書
12 (6.9%) 11 (5.4%) 16 (9.8%)
0 (0%)
39 (7.1%)
3 將產品帶去
38 (21.8%) 80 (39%) 31 (18.9%) 1 (33.3%) 150 (27.5%)
4 口頭跟醫師或藥師
76 (43.7%) 61 (29.8%) 76 (46.3%) 2 (66.7%) 215 (39.4%)
講
5 其他
17 (9.8%) 24 (11.7%) 18 (11%)
0 (0%)
59 (10.8%)
您認為看中醫，服用中藥有好處或原因，所以您才會看中醫服中藥？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擔心西藥的副作用 109 (34.6%) 124 (36.5%) 151 (46.2%) 1 (20%)
385 (39%)
2 藥性溫和、無副作用 155 (49.2%) 195 (57.4%) 206 (63%)
3 (60%) 559 (56.6%)
3 輔助西醫疾病的治
109 (34.6%) 100 (29.4%) 92 (28.1%) 2 (40%) 303 (30.7%)
療
4 適合有病治病、沒病
52 (16.5%) 46 (13.5%) 45 (13.8%) 1 (20%) 144 (14.6%)
強身
5 其他
28 (8.9%) 21 (6.2%) 16 (4.9%)
1 (20%)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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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看病時，您除了應告訴醫師哪裡不舒服，還應主動向醫師說明哪些事
項？（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曾經生過的病
181 (59.3%) 157 (46.9%) 192 (60%)
2 (50%) 532 (55.2%)
2 目前的疾病及正在
200 (65.6%) 209 (62.4%) 227 (70.9%) 3 (75%) 639 (66.3%)
使用的藥品
3 過敏的藥物或食物 99 (32.5%) 127 (37.9%) 117 (36.6%) 1 (25%) 344 (35.7%)
4 最近有沒有懷孕或
29 (9.5%) 19 (5.7%) 13 (4.1%)
0 (0%)
61 (6.3%)
計畫懷孕
5 最近有沒有哺乳
10 (3.3%)
6 (1.8%)
6 (1.9%)
0 (0%)
22 (2.3%)
6 是否有特殊體質
42 (13.8%) 69 (20.6%) 44 (13.8%) 1 (25%) 156 (16.2%)
7 是否有特殊飲食習
21 (6.9%) 38 (11.3%) 13 (4.1%)
1 (25%)
73 (7.6%)
慣
8 最近有沒有須考試
20 (6.6%) 14 (4.2%) 14 (4.4%)
0 (0%)
48 (5%)
或長途開車
最近半年內，當同時服用藥品或養生保健產品時，您的習慣是？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直接吞服
11 (3.2%) 22 (6.3%) 17 (5.1%)
0 (0%)
50 (4.9%)
2 配開水
317 (93.5%) 320 (92.2%) 307 (92.2%) 5 (100%) 949 (92.7%)
3 配茶
8 (2.4%)
9 (2.6%)
13 (3.9%)
0 (0%)
30 (2.9%)
4 配牛奶
1 (0.3%)
1 (0.3%)
3 (0.9%)
0 (0%)
5 (0.5%)
5 配果汁
4 (1.2%)
0 (0%)
4 (1.2%)
0 (0%)
8 (0.8%)
6 葡萄柚汁
0 (0%)
1 (0.3%)
0 (0%)
0 (0%)
1 (0.1%)
7 配咖啡
1 (0.3%)
1 (0.3%)
1 (0.3%)
0 (0%)
3 (0.3%)
8 其他
6 (1.8%)
5 (1.4%)
4 (1.2%)
0 (0%)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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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時服用中、西藥及健康食品，您會如何服用？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1 同時服用
7 (2.1%)
13 (3.7%) 12 (3.6%)
2 間隔 1 小時
74 (22%) 81 (22.9%) 115 (34.5%)
3 間隔 2 小時
108 (32.1%) 61 (17.3%) 75 (22.5%)
4 將中藥或健康食品
飯前、西藥飯後分開 27 (8%) 36 (10.2%) 30 (9%)
服用
5 向醫師問清楚
85 (25.3%) 88 (24.9%) 42 (12.6%)
6 向藥師問清楚
74 (22%) 94 (26.6%) 72 (21.6%)
7 隨便，有服用就好
8 (2.4%)
18 (5.1%)
9 (2.7%)
8 其他
7 (2.1%)
8 (2.3%)
6 (1.8%)

其他
(n=5)
0 (0%)
1 (20%)
1 (20%)

全部
(n=1,049)
32 (3.1%)
271 (26.4%)
245 (23.9%)

1 (20%)

94 (9.2%)

1 (20%)
1 (20%)
0 (0%)
0 (0%)

216 (21%)
241 (23.5%)
35 (3.4%)
21 (2%)

下列哪一個選項，最能說明西藥與中藥或健康保健食品一起併用的情況？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效果更好
26 (8%) 59 (17.2%) 23 (7.1%)
2 (40%)
110 (11%)
2.效果沒差別
17 (5.2%) 28 (8.2%) 21 (6.5%)
0 (0%)
66 (6.6%)
3.效果變差
6 (1.8%)
9 (2.6%)
14 (4.3%)
0 (0%)
29 (2.9%)
4.可能有風險，但無妨 17 (5.2%) 29 (8.5%) 29 (8.9%)
1 (20%)
76 (7.6%)
5.可能有風險，應請教
254 (77.9%) 205 (59.8%) 231 (71.1%) 1 (20%) 691 (69.2%)
醫師或藥師
6.其他
6 (1.8%)
13 (3.8%)
7 (2.2%)
1 (20%)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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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您看中醫服藥後，若您覺得病情已有改善，中藥您會如何處理？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繼續將藥服用完畢 101 (32.6%) 119 (34.5%) 100 (30.9%) 1 (20%) 321 (32.6%)
2 剩藥當垃圾丟棄
124 (40%) 109 (31.6%) 124 (38.3%) 3 (60%) 360 (36.6%)
3 剩藥留待下次自行
41 (13.2%) 43 (12.5%) 54 (16.7%) 2 (40%) 140 (14.2%)
使用
4 剩藥留待給有需要
6 (1.9%)
3 (0.9%)
4 (1.2%)
0 (0%)
13 (1.3%)
的親友
5 剩藥跟西藥一樣，拿
51 (16.5%) 70 (20.3%) 43 (13.3%)
0 (0%) 164 (16.7%)
到藥局或醫院回收
購買的中藥材或看中醫領回科學中藥，您會如何儲存？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1 都放在冰箱冷藏
135 (42.1%) 126 (36.1%) 136 (41.3%)
2 都放在冰箱冷凍
16 (5%)
13 (3.7%)
8 (2.4%)
3 都放在陰涼乾燥處 153 (47.7%) 154 (44.1%) 146 (44.4%)
4 中藥材放在冰箱冷
5 (1.6%)
12 (3.4%)
13 (4%)
凍，科學中藥冷藏
5 中藥材放在冰箱冷
藏，科學中藥放在陰 44 (13.7%) 44 (12.6%) 62 (18.8%)
涼乾燥處
6 存放在乾燥箱
20 (6.2%) 20 (5.7%) 18 (5.5%)
7 小朋友拿不到的地
51 (15.9%) 63 (18.1%) 82 (24.9%)
方
8 其他
6 (1.9%)
8 (2.3%)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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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n=5)
3 (60%)
0 (0%)
2 (40%)

全部
(n=1,049)
400 (39.8%)
37 (3.7%)
455 (45.3%)

0 (0%)

30 (3%)

1 (20%)

151 (15%)

0 (0%)

58 (5.8%)

0 (0%)

196 (19.5%)

0 (0%)

20 (2%)

最近一年，中醫師開的或自己購買的中藥(材)，您曾使用何種器具煎煮？
（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全部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n=1,049)
1 不曾煎煮中藥
145 (44.6%) 165 (47.3%) 116 (35.7%) 3 (60%) 429 (42.7%)
2 都由醫院或診所代
19 (5.8%) 27 (7.7%) 33 (10.2%) 1 (20%)
80 (8%)
煎
3 鋁鍋
7 (2.2%)
4 (1.1%)
6 (1.8%)
1 (20%)
18 (1.8%)
4 鐵鍋
15 (4.6%)
8 (2.3%)
13 (4%)
0 (0%)
36 (3.6%)
5 不銹鋼鍋
42 (12.9%) 73 (20.9%) 62 (19.1%)
0 (0%) 177 (17.6%)
6 啞巴媳婦(電熱式自
64 (19.7%) 58 (16.6%) 67 (20.6%)
0 (0%) 189 (18.8%)
動煎藥器)
7 陶瓷鍋
70 (21.5%) 66 (18.9%) 91 (28%)
0 (0%) 227 (22.6%)
8 玻璃鍋
4 (1.2%)
2 (0.6%)
10 (3.1%)
0 (0%)
16 (1.6%)
9 其他
14 (4.3%)
9 (2.6%)
12 (3.7%)
0 (0%)
35 (3.5%)
最近一年，用中藥(材)烹煮食物(藥膳)時，您會如何處理？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其他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n=5)
1.不曾烹煮藥膳
140 (42.9%) 171 (49.7%) 118 (36.5%) 3 (60%)
2.食材藥材放入鍋內
124 (38%) 111 (32.3%) 129 (39.9%) 2 (40%)
一起煮
3.食材藥材分別烹煮
8 (2.5%)
15 (4.4%) 28 (8.7%)
0 (0%)
後，再混合烹煮
4.藥材先煮好後，食材
川燙，再放入烹煮入 37 (11.3%) 25 (7.3%) 17 (5.3%)
0 (0%)
味
5.食材先煮好後，再加
4 (1.2%)
9 (2.6%)
15 (4.6%)
0 (0%)
入藥材烹煮
6.其他
13 (4%)
13 (3.8%)
16 (5%)
0 (0%)

70

全部
(n=1,049)
432 (43.3%)
366 (36.7%)
51 (5.1%)

79 (7.9%)

28 (2.8%)
42 (4.2%)

您對中(草)藥的知識或資訊來源：（可複選，最多三項）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題目/選項
(n=348)
(n=356)
(n=340)
1 醫師
149 (45.7%) 170 (48.4%) 151 (45.8%)
2 藥師
130 (39.9%) 151 (43%) 119 (36.1%)
3 親友
156 (47.9%) 145 (41.3%) 146 (44.2%)
4 社區大學或長青學
6 (1.8%)
14 (4%)
11 (3.3%)
苑
5 社區宣導活動
12 (3.7%) 18 (5.1%)
7 (2.1%)
6 電視或電台廣播
45 (13.8%) 60 (17.1%) 50 (15.2%)
7 報紙雜誌
66 (20.2%) 67 (19.1%) 82 (24.8%)
8 農民曆
4 (1.2%)
8 (2.3%)
18 (5.5%)
9 網路
44 (13.5%) 33 (9.4%) 46 (13.9%)
10 其他
18 (5.5%)
5 (1.4%)
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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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n=5)
0 (0%)
0 (0%)
3 (60%)

全部
(n=1,049)
470 (46.4%)
400 (39.5%)
450 (44.5%)

0 (0%)

31 (3.1%)

2 (40%)
1 (20%)
3 (60%)
0 (0%)
1 (20%)
0 (0%)

39 (3.9%)
156 (15.4%)
218 (21.5%)
30 (3%)
124 (12.3%)
32 (3.2%)

表三、依性別分析
過去一年，您曾買什麼產品來預防保健或養生? （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1無
2 綜合維他命
3 中藥(材)藥方
4 科學中藥(粉)
5 中草藥
6 健康食品
7 保健食品
8 生機飲食
9 其他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274 (26.3%)
484 (46.5%)
183 (17.6%)
78 (7.5%)
87 (8.4%)
250 (24%)
224 (21.5%)
54 (5.2%)
9 (0.9%)

127 (28.7%)
203 (45.8%)
62 (14%)
33 (7.4%)
33 (7.4%)
104 (23.5%)
100 (22.6%)
21 (4.7%)
4 (0.9%)

147 (24.6%)
281 (47.1%)
121 (20.3%)
45 (7.5%)
54 (9%)
146 (24.5%)
124 (20.8%)
33 (5.5%)
5 (0.8%)

您目前使用什麼產品來預防保健或養生? （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無
314 (30.4%) 144 (32.5%) 170 (28.8%)
2 綜合維他命
454 (43.9%) 198 (44.7%) 256 (43.4%)
3 中藥(材)藥方
136 (13.2%) 54 (12.2%) 82 (13.9%)
4 科學中藥(粉)
67 (6.5%)
30 (6.8%)
37 (6.3%)
5 中草藥
65 (6.3%)
27 (6.1%)
38 (6.4%)
6 健康食品
197 (19.1%) 76 (17.2%) 121 (20.5%)
7 保健食品
211 (20.4%)
84 (19%) 127 (21.5%)
8 生機飲食
47 (4.5%)
19 (4.3%)
28 (4.7%)
9 其他
7 (0.7%)
3 (0.7%)
4 (0.7%)
您購買預防保健或養生的產品，一年的費用，大約：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無
276 (26.7%) 127 (28.6%) 149 (25.2%)
2.1~999 元
140 (13.5%)
49 (11%) 91 (15.4%)
3.1000~4999 元
383 (37%) 158 (35.6%) 225 (38.1%)
4.5000~9999 元
158 (15.3%) 73 (16.4%) 85 (14.4%)
5.10000~29999 元
66 (6.4%)
33 (7.4%)
33 (5.6%)
6.約 30000 元以上
12 (1.2%)
4 (0.9%)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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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知道，曾對何種藥物或食物過敏？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目前所知沒有對任何物質過
702 (67.2%) 315 (69.8%) 387 (65.2%)
敏
2 不知道
169 (16.2%) 70 (15.5%) 99 (16.7%)
3 對海鮮類過敏
75 (7.2%)
31 (6.9%)
44 (7.4%)
4 有藥物過敏，但藥名不清楚
62 (5.9%)
22 (4.9%)
40 (6.7%)
5 對某藥過敏
35 (3.3%)
10 (2.2%)
25 (4.2%)
6 其他
22 (2.1%)
5 (1.1%)
17 (2.9%)
目前您長期服用的藥品，有哪一類?（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降血壓藥
207 (23%) 113 (28.3%) 94 (18.8%)
2 降血糖藥
103 (11.5%) 54 (13.5%)
49 (9.8%)
3 降血脂藥
104 (11.6%) 70 (17.5%)
34 (6.8%)
4 心臟血管用藥
93 (10.3%)
48 (12%)
45 (9%)
5 止痛藥
74 (8.2%)
27 (6.8%)
47 (9.4%)
6 避孕藥
16 (1.8%)
0 (0%)
16 (3.2%)
7 安眠藥
46 (5.1%)
15 (3.8%)
31 (6.2%)
8 肝病用藥
27 (3%)
17 (4.3%)
10 (2%)
9 痛風用藥
39 (4.3%)
31 (7.8%)
8 (1.6%)
10 更年期荷爾蒙或骨質疏鬆藥
43 (4.8%)
5 (1.3%)
38 (7.6%)
11 癌症治療藥
8 (0.9%)
2 (0.5%)
6 (1.2%)
12 綜合維他命
263 (29.3%) 99 (24.8%) 164 (32.9%)
13 減肥藥
8 (0.9%)
1 (0.3%)
7 (1.4%)
14 其他
184 (20.5%) 73 (18.3%) 111 (22.2%)
題目/選項
無 (a)
有 (b 中藥、c 草藥、d 其他)

同時併服用其他類藥品
283 (79.3%) 116 (84.7%) 167 (75.9%)
74 (20.7%) 21 (15.3%) 53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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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若您感冒或腹瀉等輕微不舒服時， 曾選擇何種就醫或治療方式?
（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西醫
761 (73.3%) 316 (70.7%) 445 (75.3%)
2 中醫(含針灸)
145 (14%) 56 (12.5%) 89 (15.1%)
3 找藥局配藥
276 (26.6%) 124 (27.7%) 152 (25.7%)
4 到藥局買成藥
251 (24.2%) 114 (25.5%) 137 (23.2%)
5 買中草藥
38 (3.7%)
11 (2.5%)
27 (4.6%)
6 民俗療法(拔罐刮痧)
24 (2.3%)
7 (1.6%)
17 (2.9%)
7 問神求藥籤
1 (0.1%)
0 (0%)
1 (0.2%)
8 找國術館
1 (0.1%)
1 (0.2%)
0 (0%)
9 其它
41 (3.9%)
14 (3.1%)
27 (4.6%)
現在，若您感冒或腹瀉等輕微不舒服時， 您會選擇何種就醫或治療方式?
（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西醫
777 (74.7%) 330 (73.7%) 447 (75.5%)
2 中醫(含針灸)
138 (13.3%) 54 (12.1%) 84 (14.2%)
3 找藥局配藥
274 (26.3%) 131 (29.2%) 143 (24.2%)
4 到藥局買成藥
256 (24.6%) 105 (23.4%) 151 (25.5%)
5 買中草藥
33 (3.2%)
11 (2.5%)
22 (3.7%)
6 民俗療法(拔罐刮痧)
15 (1.4%)
5 (1.1%)
10 (1.7%)
7 問神求藥籤
2 (0.2%)
2 (0.4%)
0 (0%)
8 找國術館
0 (0%)
0 (0%)
0 (0%)
9 其它
40 (3.8%)
14 (3.1%)
2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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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或養生產品是您認為有何好處或有何原因，所以您才考慮購買：（可
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醫師推薦
409 (41%) 176 (40.9%) 233 (41.1%)
2 藥師推薦
404 (40.5%) 182 (42.3%) 222 (39.2%)
3 營養師推薦
133 (13.3%) 59 (13.7%) 74 (13.1%)
4 護理師推薦
27 (2.7%)
12 (2.8%)
15 (2.6%)
5 子女孝心買來
162 (16.2%) 62 (14.4%) 100 (17.6%)
6 親友介紹
320 (32.1%) 120 (27.9%) 200 (35.3%)
7 國(內)外導遊介紹
8 (0.8%)
5 (1.2%)
3 (0.5%)
8 問神求藥籤的建議
0 (0%)
0 (0%)
0 (0%)
9 網路或購物頻道促銷
43 (4.3%)
8 (1.9%)
35 (6.2%)
10 賣場店員促銷
17 (1.7%)
4 (0.9%)
13 (2.3%)
11 電視健康講座介紹
69 (6.9%)
29 (6.7%)
40 (7.1%)
12 電台廣播介紹
34 (3.4%)
15 (3.5%)
19 (3.4%)
13 其他
60 (6%)
28 (6.5%)
32 (5.6%)
您感冒或慢性疾病使用的西藥，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
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醫院
557 (53.6%) 243 (54.2%) 314 (53.1%)
2 診所
595 (57.3%) 242 (54%) 353 (59.7%)
3 社區藥局
484 (46.6%) 214 (47.8%) 270 (45.7%)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64 (6.2%)
28 (6.3%)
36 (6.1%)
5 民俗推拿的場所
4 (0.4%)
2 (0.4%)
2 (0.3%)
6 親友給的
27 (2.6%)
10 (2.2%)
17 (2.9%)
7 菜市場或夜市
2 (0.2%)
1 (0.2%)
1 (0.2%)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4 (0.4%)
1 (0.2%)
3 (0.5%)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6 (0.6%)
2 (0.4%)
4 (0.7%)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0 (0%)
0 (0%)
0 (0%)
11 其他
10 (1%)
5 (1.1%)
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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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的中(草)藥，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中醫醫院
238 (24.3%) 95 (22.4%) 143 (25.8%)
2 中醫診所
501 (51.1%) 198 (46.6%) 303 (54.6%)
3 社區藥局
100 (10.2%) 47 (11.1%)
53 (9.5%)
4 中藥房
438 (44.7%) 177 (41.6%) 261 (47%)
5 民俗推拿的場所
40 (4.1%)
27 (6.4%)
13 (2.3%)
6 大賣場或藥妝店
21 (2.1%)
7 (1.6%)
14 (2.5%)
7 子女買的
13 (1.3%)
4 (0.9%)
9 (1.6%)
8 親友送的
39 (4%)
15 (3.5%)
24 (4.3%)
9 菜市場或夜市
23 (2.3%)
7 (1.6%)
16 (2.9%)
10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12 (1.2%)
7 (1.6%)
5 (0.9%)
11 電台或購物頻道
7 (0.7%)
4 (0.9%)
3 (0.5%)
12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2 (0.2%)
0 (0%)
2 (0.4%)
13 其他
59 (6%)
34 (8%)
25 (4.5%)
您使用的綜合維他命，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1 醫院
169 (17%)
2 診所
140 (14.1%)
3 社區藥局
512 (51.6%)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320 (32.2%)
5 子女買的
122 (12.3%)
6 親友送的
104 (10.5%)
7 菜市場或夜市
4 (0.4%)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8 (0.8%)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30 (3%)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15 (1.5%)
11 親友送的
19 (1.9%)
12 其他
7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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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複選，最多三項）
男 (n=452) 女 (n=598)
70 (16.5%) 99 (17.4%)
45 (10.6%) 95 (16.7%)
222 (52.5%) 290 (50.9%)
119 (28.1%) 201 (35.3%)
51 (12.1%) 71 (12.5%)
40 (9.5%) 64 (11.2%)
2 (0.5%)
2 (0.4%)
2 (0.5%)
6 (1.1%)
12 (2.8%)
18 (3.2%)
4 (0.9%)
11 (1.9%)
8 (1.9%)
11 (1.9%)
41 (9.7%)
38 (6.7%)

您使用的健康食品或保健食品，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
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醫院
159 (16.1%) 62 (14.7%) 97 (17.1%)
2 診所
156 (15.8%) 57 (13.5%) 99 (17.4%)
3 社區藥局
488 (49.3%) 219 (51.9%) 269 (47.4%)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308 (31.1%) 113 (26.8%) 195 (34.3%)
5 子女買的
132 (13.3%) 53 (12.6%) 79 (13.9%)
6 親友送的
120 (12.1%) 49 (11.6%) 71 (12.5%)
7 菜市場或夜市
5 (0.5%)
1 (0.2%)
4 (0.7%)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8 (0.8%)
3 (0.7%)
5 (0.9%)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45 (4.5%)
18 (4.3%)
27 (4.8%)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17 (1.7%)
7 (1.7%)
10 (1.8%)
11 親友送的
18 (1.8%)
7 (1.7%)
11 (1.9%)
12 其他
80 (8.1%) 44 (10.4%)
36 (6.3%)
您是否有看中醫的習慣?
題目/選項
是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384 (37.2%) 147 (33.1%) 237 (40.4%)

您是否有固定的中醫就醫場所?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是
242 (64.4%) 89 (61.4%) 153 (66.2%)
您主要固定的中醫就醫場所為何?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中醫診所
189 (80.8%) 65 (74.7%) 124 (84.4%)
2 綜合醫院附設的中醫部
36 (15.4%)
20 (23%) 16 (10.9%)
3 中醫醫院
9 (3.8%)
2 (2.3%)
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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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的中醫就醫場所的資訊來源為何? （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親友推薦的中醫診所或醫院
181 (74.2%) 69 (75.8%) 112 (73.2%)
2 媒體廣告的中醫院所或醫院
11 (4.5%)
8 (8.8%)
3 (2%)
3 網路推薦的中醫院所或醫院
5 (2%)
1 (1.1%)
4 (2.6%)
4 住家附近的中醫院所或醫院
107 (43.9%) 37 (40.7%) 70 (45.8%)
5 其他
4 (1.6%)
2 (2.2%)
2 (1.3%)
您是否曾在半年內同時看中醫及西醫？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是
340 (33.7%) 137 (31.5%) 203 (35.3%)
當您同時看中醫及西醫時，會主動告訴醫師或中醫師，您同時中、西醫的
就醫情形嗎？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會
283 (78.6%) 118 (80.8%) 165 (77.1%)
2 不會
57 (15.8%) 20 (13.7%) 37 (17.3%)
3 看情形
20 (5.6%)
8 (5.5%)
12 (5.6%)
當您同時看中西醫時，會主動提供中藥或西藥品項，給醫師或中醫師參考
嗎？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會
226 (63.3%) 95 (66.4%) 131 (61.2%)
2 不會
98 (27.5%) 35 (24.5%) 63 (29.4%)
3 看情形
33 (9.2%)
13 (9.1%)
20 (9.3%)
您會如何提供中藥或西藥的藥品資料，給醫師或中醫師參考？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藥袋
57 (16.4%) 26 (18.6%) 31 (14.9%)
2 醫院或診所給的藥單
87 (25%) 33 (23.6%)
54 (26%)
3 將藥品帶去
61 (17.5%) 29 (20.7%) 32 (15.4%)
4 口頭跟醫師講
110 (31.6%)
42 (30%) 68 (32.7%)
5 其他
33 (9.5%)
10 (7.1%) 2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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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年內您就醫時，會主動告知醫師或中醫師，目前自行服用的藥品或
保健養生的產品？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會
620 (61.9%) 253 (59.3%) 367 (63.9%)
2 不會
319 (31.9%) 149 (34.9%) 170 (29.6%)
3 看情形
62 (6.2%)
25 (5.9%)
37 (6.4%)
最近半年內，當您就醫後、領藥時，會主動告知藥師，目前自行服用的藥
品或保健養生的產品？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會
507 (75.6%) 212 (77.9%) 295 (73.9%)
2 不會
124 (18.5%) 46 (16.9%) 78 (19.5%)
3 看情形
40 (6%)
14 (5.1%)
26 (6.5%)
您會如何提供藥品或保健養生產品，給醫師(中醫師)或藥師參考？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包裝盒
83 (15.2%) 34 (15.2%) 49 (15.2%)
2 說明書
40 (7.3%)
16 (7.1%)
24 (7.4%)
3 將產品帶去
150 (27.4%) 72 (32.1%) 78 (24.1%)
4 口頭跟醫師或藥師講
215 (39.3%) 79 (35.3%) 136 (42.1%)
5 其他
59 (10.8%) 23 (10.3%) 36 (11.1%)
您認為看中醫，服用中藥有好處或原因，所以您才會看中醫服中藥？（可
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擔心西藥的副作用
386 (39.1%) 159 (37.5%) 227 (40.2%)
2 藥性溫和、無副作用
559 (56.6%) 241 (56.8%) 318 (56.4%)
3 輔助西醫疾病的治療
303 (30.7%) 143 (33.7%) 160 (28.4%)
4 適合有病治病、沒病強身
144 (14.6%) 57 (13.4%) 87 (15.4%)
5 其他
66 (6.7%)
34 (8%)
32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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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看病時，您除了應告訴醫師哪裡不舒服，還應主動向醫師說明哪些事
項？（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曾經生過的病
533 (55.2%) 237 (57.5%) 296 (53.5%)
2 目前的疾病及正在使用的藥
639 (66.2%) 275 (66.7%) 364 (65.8%)
品
3 過敏的藥物或食物
344 (35.6%) 141 (34.2%) 203 (36.7%)
4 最近有沒有懷孕或計畫懷孕
61 (6.3%)
12 (2.9%)
49 (8.9%)
5 最近有沒有哺乳
22 (2.3%)
3 (0.7%)
19 (3.4%)
6 是否有特殊體質
156 (16.2%) 55 (13.3%) 101 (18.3%)
7 是否有特殊飲食習慣
73 (7.6%)
27 (6.6%)
46 (8.3%)
8 最近有沒有須考試或長途開
48 (5%)
18 (4.4%)
30 (5.4%)
車
最近半年內，當同時服用藥品或養生保健產品時，您的習慣是？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直接吞服
50 (4.9%)
24 (5.5%)
26 (4.4%)
2 配開水
950 (92.7%) 408 (93.4%) 542 (92.2%)
3 配茶
30 (2.9%)
13 (3%)
17 (2.9%)
4 配牛奶
5 (0.5%)
0 (0%)
5 (0.9%)
5 配果汁
8 (0.8%)
2 (0.5%)
6 (1%)
6 葡萄柚汁
1 (0.1%)
1 (0.2%)
0 (0%)
7 配咖啡
3 (0.3%)
1 (0.2%)
2 (0.3%)
8 其他
15 (1.5%)
7 (1.6%)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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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時服用中、西藥及健康食品，您會如何服用？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1 同時服用
32 (3.1%)
14 (3.2%)
2 間隔 1 小時
271 (26.4%) 113 (25.6%)
3 間隔 2 小時
245 (23.8%) 95 (21.5%)
4 將中藥或健康食品飯前、西藥
94 (9.1%)
39 (8.8%)
飯後分開服用
5 向醫師問清楚
216 (21%)
84 (19%)
6 向藥師問清楚
242 (23.5%) 111 (25.1%)
7 隨便，有服用就好
35 (3.4%)
25 (5.7%)
8 其他
21 (2%)
11 (2.5%)

女 (n=598)
18 (3.1%)
158 (27%)
150 (25.6%)
55 (9.4%)
132 (22.5%)
131 (22.4%)
10 (1.7%)
10 (1.7%)

下列哪一個選項，最能說明西藥與中藥或健康保健食品一起併用的情況？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效果更好
110 (11%)
40 (9.3%) 70 (12.3%)
2 效果沒差別
66 (6.6%)
33 (7.7%)
33 (5.8%)
3 效果變差
29 (2.9%)
15 (3.5%)
14 (2.5%)
4 可能有風險，但無妨
76 (7.6%)
25 (5.8%)
51 (9%)
5 可能有風險，應請教醫師或藥
691 (69.1%) 302 (70.1%) 389 (68.4%)
師
6 其他
28 (2.8%)
16 (3.7%)
12 (2.1%)
最近一年，您看中醫服藥後，若您覺得病情已有改善，中藥您會如何處理？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繼續將藥服用完畢
322 (32.7%) 125 (29.4%) 197 (35.2%)
2 剩藥當垃圾丟棄
360 (36.5%) 166 (39.1%) 194 (34.6%)
3 剩藥留待下次自行使用
140 (14.2%) 53 (12.5%) 87 (15.5%)
4 剩藥留待給有需要的親友
13 (1.3%)
5 (1.2%)
8 (1.4%)
5 剩藥跟西藥一樣，拿到藥局或
164 (16.6%) 80 (18.8%)
84 (15%)
醫院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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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的中藥材或看中醫領回科學中藥，您會如何儲存？ （可複選，最多三
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都放在冰箱冷藏
400 (39.8%) 146 (33.7%) 254 (44.4%)
2 都放在冰箱冷凍
37 (3.7%)
20 (4.6%)
17 (3%)
3 都放在陰涼乾燥處
455 (45.3%) 223 (51.5%) 232 (40.6%)
4 中藥材放在冰箱冷凍，科學中
30 (3%)
11 (2.5%)
19 (3.3%)
藥冷藏
5 中藥材放在冰箱冷藏，科學中
151 (15%) 57 (13.2%) 94 (16.4%)
藥放在陰涼乾燥處
6 存放在乾燥箱
58 (5.8%)
24 (5.5%)
34 (5.9%)
7 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
196 (19.5%) 75 (17.3%) 121 (21.2%)
8 其他
21 (2.1%)
11 (2.5%)
10 (1.7%)
最近一年，中醫師開的或自己購買的中藥(材)，您曾使用何種器具煎煮？（可
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不曾煎煮中藥
429 (42.7%) 194 (45.1%) 235 (40.9%)
2 都由醫院或診所代煎
80 (8%)
36 (8.4%)
44 (7.7%)
3 鋁鍋
18 (1.8%)
7 (1.6%)
11 (1.9%)
4 鐵鍋
36 (3.6%)
16 (3.7%)
20 (3.5%)
5 不銹鋼鍋
177 (17.6%) 74 (17.2%) 103 (17.9%)
6 啞巴媳婦(電熱式自動煎藥器)
189 (18.8%) 64 (14.9%) 125 (21.7%)
7 陶瓷鍋
227 (22.6%) 82 (19.1%) 145 (25.2%)
8 玻璃鍋
16 (1.6%)
3 (0.7%)
13 (2.3%)
9 其他
35 (3.5%)
18 (4.2%)
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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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用中藥(材)烹煮食物(藥膳)時，您會如何處理？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女 (n=598)
1 不曾烹煮藥膳
432 (43.3%) 207 (48.5%) 225 (39.4%)
2 食材藥材放入鍋內一起煮
366 (36.7%) 142 (33.3%) 224 (39.2%)
3 食材藥材分別烹煮後，再混合
51 (5.1%)
21 (4.9%)
30 (5.3%)
烹煮
4 藥材先煮好後，食材川燙，再
79 (7.9%)
24 (5.6%)
55 (9.6%)
放入烹煮入味
5 食材先煮好後，再加入藥材烹
28 (2.8%)
12 (2.8%)
16 (2.8%)
煮
6.其他
42 (4.2%)
21 (4.9%)
21 (3.7%)
您對中(草)藥的知識或資訊來源：（可複選，最多三項）
題目/選項
全部 (n=1,050) 男 (n=452)
1 醫師
470 (46.4%) 174 (40.1%)
2 藥師
400 (39.5%) 182 (41.9%)
3 親友
451 (44.5%) 181 (41.7%)
4 社區大學或長青學苑
31 (3.1%)
14 (3.2%)
5 社區宣導活動
39 (3.8%)
17 (3.9%)
6 電視或電台廣播
156 (15.4%) 70 (16.1%)
7 報紙雜誌
218 (21.5%) 102 (23.5%)
8 農民曆
30 (3%)
16 (3.7%)
9 網路
124 (12.2%) 47 (10.8%)
10 其他
32 (3.2%)
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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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n=598)
296 (51.1%)
218 (37.7%)
270 (46.6%)
17 (2.9%)
22 (3.8%)
86 (14.9%)
116 (20%)
14 (2.4%)
77 (13.3%)
21 (3.6%)

表四、依族群分析
過去一年，您曾買什麼產品來預防保健或養生? （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無
156 (23%)
73 (31.3%) 40 (38.1%)
2 綜合維他命
338 (49.8%) 99 (42.5%) 36 (34.3%)
3 中藥(材)藥方
117 (17.2%) 44 (18.9%) 18 (17.1%)
4 科學中藥(粉)
50 (7.4%)
16 (6.9%)
10 (9.5%)
5 中草藥
49 (7.2%)
19 (8.2%)
17 (16.2%)
6 健康食品
175 (25.8%) 57 (24.5%) 14 (13.3%)
7 保健食品
168 (24.7%) 37 (15.9%) 13 (12.4%)
8 生機飲食
40 (5.9%)
7 (3%)
6 (5.7%)
9 其他
6 (0.9%)
3 (1.3%)
0 (0%)
您目前使用什麼產品來預防保健或養生? （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無
188 (27.8%) 80 (34.9%) 41 (39.4%)
2 綜合維他命
311 (45.9%) 88 (38.4%) 42 (40.4%)
3 中藥(材)藥方
91 (13.4%) 31 (13.5%) 14 (13.5%)
4 科學中藥(粉)
44 (6.5%)
13 (5.7%)
9 (8.7%)
5 中草藥
33 (4.9%)
14 (6.1%)
15 (14.4%)
6 健康食品
146 (21.6%) 40 (17.5%)
9 (8.7%)
7 保健食品
149 (22%)
42 (18.3%) 14 (13.5%)
8 生機飲食
32 (4.7%)
11 (4.8%)
3 (2.9%)
9 其他
3 (0.4%)
2 (0.9%)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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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購買預防保健或養生的產品，一年的費用，大約：
漢人
原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無
160 (23.5%) 74 (32.5%)
1~999 元
77 (11.3%) 39 (17.1%)
1000~4999 元
267 (39.3%) 77 (33.8%)
5000~9999 元
119 (17.5%) 26 (11.4%)
10000~29999 元
48 (7.1%)
9 (3.9%)
約 30000 元以上
9 (1.3%)
3 (1.3%)

新住民
(n=105)
38 (36.2%)
22 (21%)
31 (29.5%)
10 (9.5%)
4 (3.8%)
0 (0%)

您是否知道，曾對何種藥物或食物過敏？
漢人
原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1 目前所知沒有對任何物質過敏 473 (68.9%) 152 (66.1%)
2 不知道
97 (14.1%)
39 (17%)
3 對海鮮類過敏
43 (6.3%)
23 (10%)
4 有藥物過敏，但藥名不清楚
45 (6.6%)
7 (3%)
5 對某藥過敏
27 (3.9%)
6 (2.6%)
6 其他
15 (2.2%)
5 (2.2%)

新住民
(n=105)
64 (61%)
26 (24.8%)
6 (5.7%)
10 (9.5%)
2 (1.9%)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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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您長期服用的藥品，有哪一類?（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1 降血壓藥
148 (24.9%) 44 (21.3%)
2 降血糖藥
79 (13.3%)
19 (9.2%)
3 降血脂藥
75 (12.6%) 21 (10.1%)
4 心臟血管用藥
66 (11.1%)
20 (9.7%)
5 止痛藥
39 (6.6%)
20 (9.7%)
6 避孕藥
5 (0.8%)
2 (1%)
7 安眠藥
30 (5%)
14 (6.8%)
8 肝病用藥
18 (3%)
9 (4.3%)
9 痛風用藥
17 (2.9%)
20 (9.7%)
10 更年期荷爾蒙或骨質疏鬆藥
25 (4.2%)
14 (6.8%)
11 癌症治療藥
5 (0.8%)
3 (1.4%)
12 綜合維他命
184 (30.9%)
58 (28%)
13 減肥藥
4 (0.7%)
2 (1%)
14 其他
125 (21%)
45 (21.7%)

新住民
(n=105)
11 (13.9%)
2 (2.5%)
2 (2.5%)
4 (5.1%)
13 (16.5%)
9 (11.4%)
2 (2.5%)
0 (0%)
2 (2.5%)
3 (3.8%)
0 (0%)
18 (22.8%)
2 (2.5%)
9 (11.4%)

題目/選項
無 (a)
有 (b 中藥 ,c 草藥 ,d 其他)

36 (73.5%)
13 (26.5%)

同時併服用其他類藥品
184 (81.4%) 58 (79.5%)
42 (18.6%) 15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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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若您感冒或腹瀉等輕微不舒服時， 曾選擇何種就醫或治療方式?
（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西醫
503 (73.5%) 175 (76.8%) 66 (64.1%)
2 中醫(含針灸)
94 (13.7%) 29 (12.7%) 17 (16.5%)
3 找藥局配藥
189 (27.6%) 48 (21.1%) 29 (28.2%)
4 到藥局買成藥
172 (25.1%) 47 (20.6%) 27 (26.2%)
5 買中草藥
18 (2.6%)
13 (5.7%)
6 (5.8%)
6 民俗療法(拔罐刮痧)
16 (2.3%)
3 (1.3%)
5 (4.9%)
7 問神求藥籤
1 (0.1%)
0 (0%)
0 (0%)
8 找國術館
0 (0%)
1 (0.4%)
0 (0%)
9 其它
30 (4.4%)
7 (3.1%)
3 (2.9%)
現在，若您感冒或腹瀉等輕微不舒服時， 您會選擇何種就醫或治療方式?
（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西醫
508 (74.3%) 185 (80.4%)
69 (67%)
2 中醫(含針灸)
94 (13.7%)
22 (9.6%)
17 (16.5%)
3 找藥局配藥
192 (28.1%) 47 (20.4%) 29 (28.2%)
4 到藥局買成藥
175 (25.6%) 43 (18.7%) 31 (30.1%)
5 買中草藥
19 (2.8%)
8 (3.5%)
5 (4.9%)
6 民俗療法(拔罐刮痧)
12 (1.8%)
2 (0.9%)
1 (1%)
7 問神求藥籤
1 (0.1%)
1 (0.4%)
0 (0%)
8 找國術館
0 (0%)
0 (0%)
0 (0%)
9 其它
30 (4.4%)
8 (3.5%)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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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或養生產品是您認為有何好處或有何原因，所以您才考慮購買：（可
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醫師推薦
266 (40.5%) 88 (39.6%)
49 (51%)
2 藥師推薦
279 (42.5%) 75 (33.8%) 38 (39.6%)
3 營養師推薦
92 (14%)
24 (10.8%) 11 (11.5%)
4 護理師推薦
21 (3.2%)
3 (1.4%)
3 (3.1%)
5 子女孝心買來
119 (18.1%) 32 (14.4%)
5 (5.2%)
6 親友介紹
199 (30.3%) 90 (40.5%) 26 (27.1%)
7 國(內)外導遊介紹
5 (0.8%)
3 (1.4%)
0 (0%)
8 問神求藥籤的建議
0 (0%)
0 (0%)
0 (0%)
9 網路或購物頻道促銷
27 (4.1%)
9 (4.1%)
7 (7.3%)
10 賣場店員促銷
6 (0.9%)
3 (1.4%)
6 (6.3%)
11 電視健康講座介紹
55 (8.4%)
10 (4.5%)
4 (4.2%)
12 電台廣播介紹
20 (3%)
5 (2.3%)
7 (7.3%)
13 其他
39 (5.9%)
14 (6.3%)
6 (6.3%)
您感冒或慢性疾病使用的西藥，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
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醫院
366 (53.6%) 132 (57.6%) 47 (45.2%)
2 診所
394 (57.7%) 139 (60.7%) 55 (52.9%)
3 社區藥局
327 (47.9%) 89 (38.9%)
53 (51%)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44 (6.4%)
9 (3.9%)
8 (7.7%)
5 民俗推拿的場所
1 (0.1%)
2 (0.9%)
0 (0%)
6 親友給的
11 (1.6%)
10 (4.4%)
6 (5.8%)
7 菜市場或夜市
0 (0%)
2 (0.9%)
0 (0%)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2 (0.3%)
2 (0.9%)
0 (0%)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3 (0.4%)
1 (0.4%)
2 (1.9%)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0 (0%)
0 (0%)
0 (0%)
11 其他
7 (1%)
3 (1.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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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的中(草)藥，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中醫醫院
148 (22.7%) 51 (24.2%)
32 (34%)
2 中醫診所
352 (54%)
99 (46.9%) 41 (43.6%)
3 社區藥局
68 (10.4%)
13 (6.2%)
16 (17%)
4 中藥房
298 (45.7%) 86 (40.8%) 42 (44.7%)
5 民俗推拿的場所
28 (4.3%)
7 (3.3%)
2 (2.1%)
6 大賣場或藥妝店
12 (1.8%)
5 (2.4%)
4 (4.3%)
7 子女買的
9 (1.4%)
3 (1.4%)
0 (0%)
8 親友送的
23 (3.5%)
10 (4.7%)
5 (5.3%)
9 菜市場或夜市
11 (1.7%)
11 (5.2%)
1 (1.1%)
10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8 (1.2%)
4 (1.9%)
0 (0%)
11 電台或購物頻道
5 (0.8%)
2 (0.9%)
0 (0%)
12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2 (0.3%)
0 (0%)
0 (0%)
13 其他
32 (4.9%)
22 (10.4%)
5 (5.3%)
您使用的綜合維他命，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醫院
90 (13.8%) 51 (23.2%) 25 (25.8%)
2 診所
82 (12.5%) 40 (18.2%) 16 (16.5%)
3 社區藥局
347 (53.1%)
99 (45%)
51 (52.6%)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219 (33.5%) 62 (28.2%)
32 (33%)
5 子女買的
84 (12.8%) 31 (14.1%)
4 (4.1%)
6 親友送的
58 (8.9%)
30 (13.6%) 15 (15.5%)
7 菜市場或夜市
3 (0.5%)
1 (0.5%)
0 (0%)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2 (0.3%)
5 (2.3%)
1 (1%)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22 (3.4%)
5 (2.3%)
1 (1%)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10 (1.5%)
4 (1.8%)
0 (0%)
11 親友送的
8 (1.2%)
7 (3.2%)
4 (4.1%)
12 其他
50 (7.6%)
23 (10.5%)
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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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使用的健康食品或保健食品，在下列何處取得或購買? （可複選，最多
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醫院
86 (13.2%) 44 (19.8%) 26 (27.7%)
2 診所
90 (13.8%) 46 (20.7%)
16 (17%)
3 社區藥局
327 (50.2%) 96 (43.2%) 50 (53.2%)
4 大賣場或藥妝店
215 (33%)
57 (25.7%)
31 (33%)
5 子女買的
91 (14%)
36 (16.2%)
3 (3.2%)
6 親友送的
74 (11.3%) 32 (14.4%) 12 (12.8%)
7 菜市場或夜市
3 (0.5%)
2 (0.9%)
0 (0%)
8 風景區或遊覽車上
3 (0.5%)
3 (1.4%)
0 (0%)
9 電台或購物頻道
32 (4.9%)
8 (3.6%)
3 (3.2%)
10 國外旅遊的販售店
11 (1.7%)
4 (1.8%)
1 (1.1%)
11 親友送的
8 (1.2%)
6 (2.7%)
4 (4.3%)
12 其他
52 (8%)
22 (9.9%)
5 (5.3%)
您是否有看中醫的習慣?
題目/選項
是

漢人
(n=689)
264 (38.9%)

原住民
(n=233)
74 (32.6%)

新住民
(n=105)
37 (35.6%)

漢人
(n=689)
165 (63.7%)

原住民
(n=233)
47 (66.2%)

新住民
(n=105)
23 (62.2%)

原住民
(n=233)
38 (84.4%)
5 (11.1%)
2 (4.4%)

新住民
(n=105)
18 (81.8%)
2 (9.1%)
2 (9.1%)

您是否有固定的中醫就醫場所?
題目/選項
是

您主要固定的中醫就醫場所為何?
題目/選項
1 中醫診所
2 綜合醫院附設的中醫部
3 中醫醫院

漢人
(n=689)
129 (80.1%)
28 (17.4%)
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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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的中醫就醫場所的資訊來源為何? （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親友推薦的中醫診所或醫院
124 (74.3%) 36 (76.6%) 17 (77.3%)
2 媒體廣告的中醫院所或醫院
8 (4.8%)
2 (4.3%)
0 (0%)
3 網路推薦的中醫院所或醫院
3 (1.8%)
1 (2.1%)
1 (4.5%)
4 住家附近的中醫院所或醫院
72 (43.1%) 22 (46.8%)
8 (36.4%)
5 其他
3 (1.8%)
1 (2.1%)
0 (0%)
您是否曾在半年內同時看中醫及西醫？
漢人
題目/選項
(n=689)
是
219 (33%)

原住民
(n=233)
69 (30.8%)

新住民
(n=105)
37 (37%)

當您同時看中醫及西醫時，會主動告訴醫師或中醫師，您同時中、西醫的
就醫情形嗎？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會
179 (77.2%) 59 (81.9%) 33 (82.5%)
2 不會
37 (15.9%) 10 (13.9%)
6 (15%)
3 看情形
16 (6.9%)
3 (4.2%)
1 (2.5%)
當您同時看中西醫時，會主動提供中藥或西藥品項，給醫師或中醫師參考
嗎？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會
141 (61%)
44 (62.9%) 29 (72.5%)
2 不會
66 (28.6%) 20 (28.6%)
8 (20%)
3 看情形
24 (10.4%)
6 (8.6%)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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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如何提供中藥或西藥的藥品資料，給醫師或中醫師參考？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藥袋
35 (15.8%) 16 (22.5%)
6 (15.4%)
2 醫院或診所給的藥單
56 (25.2%) 18 (25.4%) 11 (28.2%)
3 將藥品帶去
37 (16.7%)
7 (9.9%)
7 (17.9%)
4 口頭跟醫師講
74 (33.3%) 23 (32.4%)
9 (23.1%)
5 其他
20 (9%)
7 (9.9%)
6 (15.4%)
最近半年內您就醫時，會主動告知醫師或中醫師，目前自行服用的藥品或
保健養生的產品？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會
404 (61.5%) 141 (63.2%) 57 (57.6%)
2 不會
206 (31.4%) 73 (32.7%) 36 (36.4%)
3 看情形
47 (7.2%)
9 (4%)
6 (6.1%)
最近半年內，當您就醫後、領藥時，會主動告知藥師，目前自行服用的藥
品或保健養生的產品？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會
317 (71.9%) 123 (82%)
52 (82.5%)
2 不會
95 (21.5%)
18 (12%)
9 (14.3%)
3 看情形
29 (6.6%)
9 (6%)
2 (3.2%)
您會如何提供藥品或保健養生產品，給醫師(中醫師)或藥師參考？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包裝盒
51 (14.5%)
18 (14%)
13 (25%)
2 說明書
24 (6.8%)
8 (6.2%)
8 (15.4%)
3 將產品帶去
95 (27.1%) 38 (29.5%) 11 (21.2%)
4 口頭跟醫師或藥師講
146 (41.6%) 47 (36.4%) 16 (30.8%)
5 其他
35 (10%)
18 (14%)
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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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看中醫，服用中藥有好處或原因，所以您才會看中醫服中藥？（可
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擔心西藥的副作用
241 (36.7%) 88 (41.3%) 46 (46.9%)
2 藥性溫和、無副作用
380 (57.9%) 126 (59.2%) 44 (44.9%)
3 輔助西醫疾病的治療
231 (35.2%) 47 (22.1%) 20 (20.4%)
4 適合有病治病、沒病強身
90 (13.7%) 37 (17.4%) 12 (12.2%)
5 其他
38 (5.8%)
22 (10.3%)
6 (6.1%)
中醫看病時，您除了應告訴醫師哪裡不舒服，還應主動向醫師說明哪些事
項？（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曾經生過的病
350 (54.9%) 119 (56.1%) 52 (55.3%)
2 目前的疾病及正在使用的藥品 434 (68%) 151 (71.2%) 44 (46.8%)
3 過敏的藥物或食物
255 (40%)
64 (30.2%) 19 (20.2%)
4 最近有沒有懷孕或計畫懷孕
39 (6.1%)
9 (4.2%)
12 (12.8%)
5 最近有沒有哺乳
11 (1.7%)
6 (2.8%)
4 (4.3%)
6 是否有特殊體質
106 (16.6%) 38 (17.9%)
9 (9.6%)
7 是否有特殊飲食習慣
52 (8.2%)
13 (6.1%)
5 (5.3%)
8 最近有沒有須考試或長途開車 27 (4.2%)
16 (7.5%)
4 (4.3%)
最近半年內，當同時服用藥品或養生保健產品時，您的習慣是？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直接吞服
21 (3.1%)
10 (4.4%)
18 (17.1%)
2 配開水
638 (94.9%) 211 (93%)
82 (78.1%)
3 配茶
18 (2.7%)
7 (3.1%)
5 (4.8%)
4 配牛奶
4 (0.6%)
0 (0%)
1 (1%)
5 配果汁
5 (0.7%)
0 (0%)
2 (1.9%)
6 葡萄柚汁
1 (0.1%)
0 (0%)
0 (0%)
7 配咖啡
3 (0.4%)
0 (0%)
0 (0%)
8 其他
12 (1.8%)
2 (0.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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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時服用中、西藥及健康食品，您會如何服用？
漢人
原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1 同時服用
14 (2.1%)
7 (3%)
2 間隔 1 小時
177 (26.3%) 62 (26.7%)
3 間隔 2 小時
165 (24.5%) 54 (23.3%)
4 將中藥或健康食品飯前、西藥
63 (9.3%)
17 (7.3%)
飯後分開服用
5 向醫師問清楚
133 (19.7%) 55 (23.7%)
6 向藥師問清楚
164 (24.3%) 52 (22.4%)
7 隨便，有服用就好
25 (3.7%)
8 (3.4%)
8 其他
12 (1.8%)
5 (2.2%)

新住民
(n=105)
11 (11.1%)
25 (25.3%)
24 (24.2%)
10 (10.1%)
24 (24.2%)
20 (20.2%)
2 (2%)
2 (2%)

下列哪一個選項，最能說明西藥與中藥或健康保健食品一起併用的情況？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效果更好
62 (9.4%)
32 (14.3%) 16 (16.8%)
2 效果沒差別
37 (5.6%)
16 (7.1%)
11 (11.6%)
3 效果變差
20 (3%)
8 (3.6%)
1 (1.1%)
4 可能有風險，但無妨
48 (7.3%)
17 (7.6%)
10 (10.5%)
5 可能有風險，應請教醫師或藥
476 (72.3%) 141 (62.9%) 55 (57.9%)
師
6 其他
15 (2.3%)
10 (4.5%)
2 (2.1%)
最近一年，您看中醫服藥後，若您覺得病情已有改善，中藥您會如何處理？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繼續將藥服用完畢
209 (32.1%) 66 (30.3%) 41 (44.6%)
2 剩藥當垃圾丟棄
236 (36.2%) 90 (41.3%) 24 (26.1%)
3 剩藥留待下次自行使用
90 (13.8%) 27 (12.4%) 17 (18.5%)
4 剩藥留待給有需要的親友
5 (0.8%)
3 (1.4%)
5 (5.4%)
5 剩藥跟西藥一樣，拿到藥局或
121 (18.6%) 33 (15.1%)
9 (9.8%)
醫院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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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的中藥材或看中醫領回科學中藥，您會如何儲存？ （可複選，最多三
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都放在冰箱冷藏
239 (36.1%) 93 (41.7%) 59 (60.8%)
2 都放在冰箱冷凍
23 (3.5%)
7 (3.1%)
5 (5.2%)
3 都放在陰涼乾燥處
319 (48.2%) 104 (46.6%) 21 (21.6%)
4 中藥材放在冰箱冷凍，科學中
18 (2.7%)
5 (2.2%)
6 (6.2%)
藥冷藏
5 中藥材放在冰箱冷藏，科學中
113 (17.1%) 26 (11.7%) 10 (10.3%)
藥放在陰涼乾燥處
6 存放在乾燥箱
37 (5.6%)
15 (6.7%)
5 (5.2%)
7 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
114 (17.2%) 55 (24.7%) 20 (20.6%)
8 其他
11 (1.7%)
9 (4%)
1 (1%)
最近一年，中醫師開的或自己購買的中藥(材)，您曾使用何種器具煎煮？（可
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新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n=105)
1 不曾煎煮中藥
273 (41.2%) 104 (46.6%) 46 (47.4%)
2 都由醫院或診所代煎
57 (8.6%)
14 (6.3%)
7 (7.2%)
3 鋁鍋
10 (1.5%)
5 (2.2%)
3 (3.1%)
4 鐵鍋
27 (4.1%)
4 (1.8%)
5 (5.2%)
5 不銹鋼鍋
125 (18.9%) 32 (14.3%) 16 (16.5%)
6 啞巴媳婦(電熱式自動煎藥器) 148 (22.4%) 27 (12.1%) 10 (10.3%)
7 陶瓷鍋
138 (20.8%) 55 (24.7%) 26 (26.8%)
8 玻璃鍋
8 (1.2%)
5 (2.2%)
3 (3.1%)
9 其他
18 (2.7%)
12 (5.4%)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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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用中藥(材)烹煮食物(藥膳)時，您會如何處理？
漢人
原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1 不曾烹煮藥膳
273 (41.4%) 111 (50%)
2 食材藥材放入鍋內一起煮
253 (38.4%) 65 (29.3%)
3 食材藥材分別烹煮後，再混合
34 (5.2%)
12 (5.4%)
烹煮
4 藥材先煮好後，食材川燙，再
57 (8.6%)
14 (6.3%)
放入烹煮入味
5 食材先煮好後，再加入藥材烹
18 (2.7%)
8 (3.6%)
煮
6 其他
24 (3.6%)
12 (5.4%)
您對中(草)藥的知識或資訊來源：（可複選，最多三項）
漢人
原住民
題目/選項
(n=689)
(n=233)
1 醫師
301 (45.2%) 97 (42.9%)
2 藥師
284 (42.6%) 71 (31.4%)
3 親友
278 (41.7%) 127 (56.2%)
4 社區大學或長青學苑
22 (3.3%)
6 (2.7%)
5 社區宣導活動
25 (3.8%)
10 (4.4%)
6 電視或電台廣播
100 (15%)
41 (18.1%)
7 報紙雜誌
156 (23.4%) 46 (20.4%)
8 農民曆
16 (2.4%)
13 (5.8%)
9 網路
92 (13.8%) 27 (11.9%)
10 其他
21 (3.2%)
1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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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
(n=105)
43 (45.7%)
34 (36.2%)
5 (5.3%)
5 (5.3%)
2 (2.1%)
5 (5.3%)

新住民
(n=105)
58 (59.2%)
34 (34.7%)
41 (41.8%)
3 (3.1%)
4 (4.1%)
10 (10.2%)
11 (11.2%)
1 (1%)
5 (5.1%)
1 (1%)

編號：CCMP102-CP-012

推動臺灣市售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和
制定管理方法
謝右文
社團法人臺灣安全中藥管理資訊聯合會

摘

要

研究目的：
台灣中藥主要依靠進口，中藥產品價格水準較高，價格也普遍較高。台灣
物流設施及技術先進，中藥材流通順暢、損耗低，並十分注重保鮮和安全。但
在欠缺中藥流通管理規範及保障中藥品質安全的現況，我國應儘速建立國內相
應的流通管理及用藥安全保障制度和體系，對每個流通環節嚴格把關，將品質
追溯信息轉為條碼標識，提供適當載體及查詢媒介，以保證中藥品質與安全。

研究方法：
1.
2.
3.
4.
5.

建立臺灣市售中藥材流向之追蹤溯源條碼系統
研究市售中藥材流向之追蹤溯源的法源和依歸層面
建置追蹤溯源條碼系統的有效管理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提出「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管理示範案例
提出推動臺灣市售中藥材追蹤溯源管理實施方案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完成「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網頁平台建置，實際展示 50 種中
藥材可溯源至產地和市售流向之條碼範例，包括收載《臺灣中藥典第二版》附
錄 21 種毒劇中藥、實施邊境管理之 10 種中藥材以及 19 種可供食用之常用中藥
材的藥品資訊，並研擬管理配套機制。

關鍵詞：中藥材 Chinese medicine、管理方法 Administration method、追蹤溯源
條碼系統 Traceability bar cod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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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1-CP-013

To Implement the Traceability Bar Code
System and to Establish Administration
Method for Commercial Chinese Medicine
in Taiwan Market
Yow-Wen Hsieh
Taiwan Safety Aminist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Organization

ABSTRACT

Aim:
The resource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aiwan are import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cultivation plac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to the Chinese
medicine effective constituents and their pharmaceutical treatments. Therefore, how
to identify and display the farming regions of herbal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providing higher quality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product delivery
systems have served several years for retail marketing in Taiwan,and have developed
standard procedures to transport the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out Taiwan. However,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delivery systems in Taiwan,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delivery system is scarcity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of original growing
areas.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the traceability barcode system and its medication
management in retail marketing ,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Method: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five different strategies. Firstly，this study has
developed the traceability barcode system for the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retail
marketing. Secondly，this research has study the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s for this
traceability barcode system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e management and procedures
of this traceability barcod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addition，this study has
created the marketing plan to invite retail stores to use this barcode system.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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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has integrated the promotion plans to carry out traceability barcode system
throughout Taiwan marketing.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is study has developed the website of traceability barcode system. In this
website，there are 50 different Chinese herbals，including 21 poison herbals，10
Endangered herbals ， and 19 Edible herbals published in the Taiwan Herbal
Pharmacopeia，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study. From this internet，the cultivation
place and its supply chain of these 50 Chinese medicine have been identified through
this traceability barcode system. The manage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traceability barcode system have been established. From these manage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there are 50 compani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study and
performed this barcode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Administration method, Traceability bar cod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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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市售中藥材管理，為我國重要施政政策之一。為使市售之中藥材符合
我國之安全、衛生標準，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就中藥材已規劃分三階段實
施中藥材品質管理機制。其中第三階段是致力於完備中藥材之源頭管理機
制，包括進口產品文書認證及落地追蹤等工作 1。
國內所用中藥材大都是經過加工處理的天然藥物，有九成以上仰賴進
口，故政府規定從 101 年 8 月 1 日起，紅棗、黃耆、當歸、甘草、地黃、
川芎、茯苓、白芍、白朮及杜仲等 10 種進口量較大之中藥材，於邊境進
口時，業者應檢附合格之檢驗證明文件，證明所申請進口之中藥材業經檢
驗符合國內異常物質限量標準。另紅棗、黃耆、當歸及甘草等 4 種中藥材，
除應檢附檢驗證明文件外，於邊境亦執行抽批檢驗等邊境把關之措施。衛
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已進一步規劃推動中藥材追蹤溯源監視制度，將中藥材
外包裝產品標籤或包裝，貼上條碼，提供名稱、產地、來源、適應症、副
作用等資訊，意圖藉由中藥材邊境管理及追蹤溯源等把關措施之實施，管
制中藥材進口符合我國標準，將不合格者的黑心中藥材阻絕於境外，以確
保民眾用藥安全 2。
2010 年底第六次江陳會，兩岸政府正式將「中藥材安全管理機制」納
入醫藥合作衛生協議簽定，讓中藥材之「源頭管理」有了法源基礎，雙方
中醫藥管理單位據此展開對話，先就中藥材安全管理及中醫藥研究表達重
視，後擬中藥材源頭管理機制之建立，加強中藥產品輸出檢驗措施，並建
立中藥材重大安全事件及不良反應之通報機制 3。2013 年 8 月 1 日衛生福
利部中醫藥司黃司長林煌參與海峽兩岸中醫藥研究與交流工作小組第三
次會議，已就雙方共同關注的兩岸進出境中藥材監管、臺灣中藥製劑特許
項目和中藥材“追蹤溯源系統”合作等議題進行了充分的溝通研討，未來
將有利於推動兩岸中醫藥事業的共同發展。
二、研究目的
目前我國對於中藥材貿易市場仍缺乏品質監管的流通追溯體系，難以
對進口之中藥材提出品質核對，所以不論是交易市場、零售市場、中藥製
劑廠、飲片廠、產銷企業等各流通節點，都有可能發生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等違法情事，若有害物質或污穢物質存在於藥材之中，或者是毒性中藥
炮製不完全，一旦流入市場，都將造成民眾健康的戕害。
所以，如何規範國內外中藥流通體系，需要統一規劃、統一標準、分
級管理，運用現代條碼技術制訂編碼原則、編碼規則，及配置合適載體，
並且廣納所有中藥產品包括製劑，規定任何流通於國內的中藥材包裝都應
4

標識條碼，條碼上面資訊可溯源至藥材名稱、經營廠商、生產產地、生產
日期及有效期限，如此才能在交易過程中發生品質安全事故，可迅速經由
條碼技術體現『源頭管理』與『落地追蹤』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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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建立臺灣市售中藥材流向之追蹤溯源條碼系統
(一) 「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網頁架構設計包含：最新公告、中
藥材介紹、條碼申請、條碼查詢、廠商名錄、相關連結、網站管
理。
1. 最新公告：包括聯合會資訊、政府資訊等相關訊息。
2. 中藥材介紹：依藥用部位類別區分，介紹常用市售中藥材藥品
資訊。
3. 條碼申請：透過線上申請，可立即獲得一組專屬此藥材之條碼
編號。
4. 條碼查詢：此部分主要是提供輸入條碼編號，以獲得該藥材之
相關資訊。
5. 廠商名錄：包括廠商名稱、地址、電話、傳真等。
6. 相關連結：包括政府機關、公/協/學會、藥材資訊相關連結。
7. 網站管理：管理者權限管理，包含條碼紀錄查詢及溯源、更新
資料等。
(二) 「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設計藍圖

圖一、
「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設計藍圖
二、研究市售中藥材流向之追蹤溯源的法源和依歸層面
(一) 根據「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框架下，關心海峽兩岸中醫
藥研究與交流工作小組協商平台共同合作議題。
(二) 蒐集大陸建設中藥材從生產、加工、包裝、倉儲、運輸、商貿等
流通管理體系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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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考國內建構中藥材產銷履歷追溯計畫及相關物流聯網技術。
三、建置追蹤溯源條碼系統的有效監測實施方法及步驟
(一) 制訂藥材編碼原則：
1. 唯 一 性：在全國範圍內，針對單一的中藥材商品，一個編碼
物 件僅有一個代碼，一個代碼只唯一標示一個編
碼物件。
2. 穩 定 性：代碼一旦分配，其預先定義的資訊的特徵沒有發生
變化，應保持不變。
3. 可擴充性：代碼留有適當的後備容量，以便適應不斷擴充的需
要。
4. 簡 明 性：代碼結構和形式簡單明了，便於系統輸入和查詢檢
索。
5. 科 學 性：代碼結構的設計充分考慮到了中藥材實際種植、流
通、飲片生產的各個環節，符合實際業務流程。
(二) 建構各環節監管技術與網路平台設備
建置環境：
1. 作業系統：Win Sever 2008
2. 資料庫：My SQL
3. 網頁語法：PHP

圖二、透過單資料庫運作─防止駭客及保護資料安全
(三) 設計提供民眾連結查詢中藥資訊網頁：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2010 年版、《臺灣中藥
典》2013 第二版、
《中藥材炮製(藥典 2005 版)目錄及炮製通則》
等相關知識，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藥材及原植物彩色圖
鑑(上、下冊)》、《中藥彩色圖鑑》、
《常用中藥炮製品彩色圖譜》
等制定計畫內選訂之 50 種中藥材藥品資訊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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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出「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管理示範案例：
為其有效管理及追蹤，其與大陸合作規劃條碼申請之架構如下
帳密錯誤

資料正確

登錄驗證
memberLogin.js
memberLoginCheck.php

會員登錄頁
memberLogin.html

會員主頁
memberMain.php

點取[註冊]

點
取
~
忘
記
密
碼
~

加入會員
memberADD.php

會員資料修改
memberModify.php

會員修改/驗證
memberModify.js
memberModifyCheck.php

點取[加入會員]

會員資料新增/驗證
memberADD.js
memberADDCheck.ph
p

條碼申請
Barcode.ph
p

申請條碼
barcodeOrder.php

登出
memberLogout.php

列印條碼
barcodePrint.php

資料庫

密碼查詢

圖三、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架構圖
五、召開中藥產業專家座談會議，提出推動臺灣市售中藥材追蹤溯源管理
方案
(一) 建議中藥材追蹤溯源建設進程。
(二) 建議中藥材追蹤溯源管理要點。
(三) 建議中藥材追蹤溯源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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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臺灣市售中藥材流向之追蹤溯源條碼系統
依「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設計架構，提供條碼申請連結路徑。
為有效管理及追蹤中藥材販售流向，故此系統主要包含三項功能，其功能
分述如下，操作手冊請詳閱附件一。

圖四、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網站架構
(一) 條碼申請：申請商透過線上申請條碼，系統則會自動將每筆資料
都會記錄於資料庫中，並即時產出條碼供申請商列
印。如申請商有需調閱申請紀錄，亦可向本會申請，
並提供近三個月之申請資料。
(二) 條碼查詢：使用者僅需手動輸入或透過條碼機讀取條碼編號後，
即可查詢該藥材之簡介、產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訊息。
(三) 追蹤溯源：此功能主要提供主管機關如發現中藥材有問題時，可
立即追溯問題點。故主管機關透過申請，由管理者登
入，並輸入藥材條碼後，即可查詢該藥材之販售流程
至源頭。
二、兩岸中藥材流通追蹤溯源體系法源和建設依歸
(一) 整理「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與中藥材安全管理有關之條
文 4：
第四章
十五、合作範圍：雙方同意就中藥材品質安全保障措施、中醫藥
診療方法研究、中醫藥學術研究及其他相關事項，進行交
9

流與合作。
十六、品質安全雙方同意進行下列合作：（一）中藥材品質安
全標準及檢驗方法的交流合作。
（二）相互協助中藥材
檢驗證明文件查核及確認。
十七、輸出檢驗措施、雙方同意採取措施，保障輸往對方的中
藥材符合品質安全要求：
（一）輸入方應及時通知輸出
方最新制度規範、檢驗標準、檢測方法及限量要求，並
由輸出方轉知相關機構及企業，要求企業對輸往對方的
中藥材，依輸入方要求取得檢驗證明文件，保證品質和
安全。
（二）輸出方應對申報輸出的中藥材實施檢驗，
並對輸入方多次通報的品質安全不合格項目，根據需要
實施密集輸出檢驗。
十八、通報及協處機制：雙方同意建立兩岸中藥材重大的安全
事件、不良反應及品質安全問題通報及協處機制，並依
第十二條所定措施妥善處理。
十九、中醫藥研究與交流：雙方同意共同商定中醫藥研究與交
流優先合作項目，建立交流平台，積極舉辦交流活動，
促進中醫藥發展。
(二) 兩岸中醫藥研究與交流工作小組第三次會議進度：
2013 年 8 月 1 日在北京順利召開，由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港澳臺辦公室主任王笑頻主持，大陸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
局進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長林偉、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
局劉春以及臺灣方面召集人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黃林煌司長等
率團出席會議。會議回顧了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以來兩岸中醫藥
領域合作推進情況，就雙方共同關注的兩岸進出境中藥材監管、
臺灣中藥製劑特許項目和中藥材“追蹤溯源系統”合作等議題
進行了充分的溝通研討，並共同商討了中醫藥研究與交流工作小
組第四次會議時間，如附件二。
(三) 大陸商務部開展 2012 年中藥材流通追溯體系是依據《國家藥品
安全“十二五”規劃》和《全國藥品流通行業發展規劃綱要
（2011-2015 年）
，規劃啟動準備、設立目標、工作原則、總體框
架、溯源機制、實施方法、系統平台進行試點建設。
1. 啟動準備：2011 年 5 月 25 日，商務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在四川率先開展中藥溯源系統
試點工作，實現種植、流通、生產、醫院使用等四個環節全
程追溯的六大支撐體系：即溯源標準體系、技術體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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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體系、管理體系、認證體系、誠信體系，實現“來源可知、
去向可追、品質可查、責任可究”。
設立目標：來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證、責任可追究。
工作原則：建立全國統一的中藥材流通追溯標準體系，建設
中央集中資料平臺，統一應用軟體發展標準，實現資訊資源
的互聯共用，全國範圍的追溯查詢。
總體框架：商務部於 2012 年 5 月開始，擬應用以二維碼或
RFID 識別系統為核心的物聯網技術著手探索建立中藥材流
通追溯體系，並指定中國中藥協會（市場專業委員會具體承
擔）組織制定中藥材流通編碼標準、中藥材重點品種商品等
級標準、中藥材倉儲物流環節的制度和規範，推動中藥材倉
儲現代化，解決藥材加工不合理、品質不符合標準等問題。
溯源機制：建立“倒逼”機制。以中藥材或中藥飲片為原料
的單位必須使用可追溯中藥材，調動各類市場主體建設追溯
體系的積極性，強化中藥材經營者和市場開辦者的品質安全
第一責任人意識，促使其自覺落實追溯管理制度。通過建立
中藥材流通追溯體系，促進、引導中藥材按規範標準種植。
實施方法：建立試點城市追溯子系統、建立中藥材流通追溯
中央平臺、加強政策引導和制度建設、大力發展現代流通方
式。
系統平台：中央中藥材流通追溯平台(門戶服務系統、中藥材
溯源系統、編碼管理系統、監管輔助系統、統計分析系統)、
地方中藥材流通追溯平台(中藥材產地追溯子系統、中藥材經
營企業追溯子系統、中藥材專業市場追溯子系統、中藥飲片
生產追溯子系統、中藥飲片經營企業追溯子系統、中藥飲片
使用環節追溯子系統)。5
試點進度：中國商務部網站 2013 年 11 月 4 日發佈消息，在
大陸中央財政支援下，中國商務部今年選取甘肅、雲南、吉
林、湖南、河南、江西、廣東七省份推進中藥材流通追溯體
系建設工作，爭取在“十二五”末實現覆蓋全國的目標。在
去年開始試點的保定、亳州、玉林和成都 4 個城市，中藥材
流通追溯體系建設工作都已取得積極進展，制度標準體系初
步建立，中央追溯管理平臺和統一軟體開發建設完畢，預計
明年 3 月底前將實現覆蓋 8530 個中藥材市場內外經營者、35
個種植基地、195 個中藥材經營企業、338 個中藥飲片生產經
營企業、20 家醫院和 223 個藥店的目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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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內建構產銷履歷追溯計畫及相關物流聯網技術
1. 建構中草藥履歷追溯產銷加值鏈之示範計畫：建立國內中草藥
GAP 產銷履歷作業流程，建立中草藥履歷資訊系統(含前台消
費者查詢介面)及核心資料庫，建立資訊系統之前台消費者查
詢界面，並導入 EAN/GS1 國際商品條碼與充實標籤列印功
能，擴大示範點與導入訓練 7。
2. 建立台灣市售毒劇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計畫：完成三品項
之包裝條碼，分別是川烏、天南星、雄黃，制訂毒劇中藥材
出貨至中藥房之零售流程，建立標準申請作業流程計畫書，
提供未來全面實施市售毒劇中藥材條碼化之範本 8。
3. 基於物聯網技巧的中藥溯源系統研究計畫：運用 RFID、二維
條碼為核心的物聯技術、3G 網路通訊技術、自動感應技術、
網路視頻傳輸技術與數據庫軟體技術等，遵循中藥 GAP、
GMP、GLP、GSP 等系列標準、完成道地藥材種植、加工、
流通三環節關鍵數據的動態採集、信息捆綁、後台校驗、網
絡傳遞。實現從患者用藥─到終端零售─到批發交易─到加
工企業─到種植採收基地的全程質量溯源，並提供患者(消費
者)網路查詢、相關政府部門實時監管的網絡平台 9。
三、編訂「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藥材條碼及查詢資料庫
(一) 藥材分級原則
1. 根據中藥用藥部位分類的方法，結合市場上中藥商品之具體
情況，將中藥商品分為：根類、根莖類、藤木類、皮類、花
類、果實類、種子類、葉類、全草類、樹脂類、藻菌類、無
脊椎動物藥、脊椎動物類、礦物藥和其他類等十五類。
2. 根據市場常用炮製規格區分不需炮製、淨選、清炒、加固體
輔料炒、炙、制炭、 煅、蒸或燉、煮制、其他等十大類。
3. 根據第二級炮製規格再細分小類，如炙法又可區分為酒炙、
醋炙、鹽炙、薑炙、蜜炙、甘草汁炙、吳茱萸汁炙等。
4. 根據藥材的產區及道地性原則，區分野生種藥材、栽培種藥
材、鮮藥等。
5. 根據藥材性狀規格區分條、厚片、片、薄片、塊、段、絲、
團、絨、顆粒、碎末、粉、其他等。
(二) 中藥資訊查詢網頁資料庫：收錄 2013 年《臺灣中藥典》所列之
21 種毒劇中藥，包括生千金子、生川烏、生天仙子、生巴豆、生
半夏、生甘遂、生白附子、生附子、生南星、生狼毒、生草烏、
生馬錢子、生藤黃、白降丹、芫花、洋金花、砒石、砒霜、斑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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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黃、蟾酥；以及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公告需實施中藥材邊境管
理之 10 種中藥材，包括紅棗、黃耆、當歸、甘草、地黃、川芎、
茯苓、白芍、白朮、杜仲；與 19 種可供食用之常用中藥材，包
括百合、黑棗、山楂、蓮子、菊花、決明子、黃精、薄荷、石斛、
砂仁、薏苡仁、龍眼肉、山藥、八角茴香、肉豆蔻、赤小豆、麥
芽、胡椒、核桃仁等，共計 50 項之藥品資訊，例如藥名、拉丁
名、學名、藥用部位、炮製、藥材性狀、性味、歸經、功能與主
治、用法與用量、貯藏與注意事項等。中藥材介紹如附件三。
四、50 種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及系統，如附件四。
(一) 「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條碼產出範例
以條碼識別兩例，一例為大陸出口中藥材大棗(紅棗)，一例
為台灣進口生附子。
舉例一：國家碼 CN(大陸)、產地碼 451(河南新鄭)、廠商代碼
100(陸惠中藥有限公司)、藥材類別碼 G001(果實、不炮
製、烘乾、栽培種)、藥材代碼 DZ00(大棗)、產品等級
代碼 2(120 顆/500 克)、製作日期 121101(2012/11/01)、
有效期限 141031(2014/10/31)、批號 123，申請網頁如
圖五所示，模擬條碼如圖六所示。

圖五、申請大棗條碼網頁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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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大棗模擬條碼
舉例二：國家碼 TW(台灣)、產地碼 515(浙江長興)、廠商代碼
001(世鈴貿易有限公司)、藥材類別碼 A004(根、不炮
製、去雜質、斜切片)、藥材代碼 HQUI
( 生 附 子 ) 、 產 品 等 級 代 碼 1( 白 順 片 ) 、 製 作 日 期
120213(2012/02/13)、有效期限 140212(2014/02/12)、批號 678，
申請網頁如圖七、圖八所示，模擬條碼如圖九所示。

圖七、申請生附子條碼網頁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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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申請生附子條碼網頁樣式

圖九、生附子模擬條碼
(二) 「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統」條碼訊息查詢功能
本會之條碼申請網站連結，產出之條碼包含一維條碼和二維
條碼。其一維條碼可透過本會網站所提供條碼查詢功能進行查
詢，使用者僅需輸入條碼編號後，即可查詢藥材簡介、產地以及
有效日期等。如為二維條碼者，可下載 QR Code 於手機，即可
讀取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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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召開中藥產業專家座談會議，提出公開、開放之配套管理方案
(一) 11 月 13 日與會中藥產業專家建議：
1. 產業界願意配合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運作，但需要在周嚴法令
及規劃之下，尊重市場機制，逐次分階段展開。
2. 建議可先從已實施邊境管制的中藥材做起，讓進/出口商來申
請條碼，亦可達到中藥材追 踨溯源。
3. 為落實至消費者的小包裝藥材均有標示追蹤溯源條碼，條碼之
產出及印製流程應朝向「簡單、方便、普及、好用」原則設計。
4. 建議已有軟硬體建設基礎之廠商，可在保留原追蹤溯源條碼之
下，自行做好供應鏈條碼標示管理。
5. 在中藥材追蹤溯源平台所建立之資訊應列為機密資料，得有嚴
格的管控機制，各層級可閱覽的資料亦應有所區別，例如一般
消費者可讀取「產品名、產地國別、進口商資料、批號、藥材
資訊等」
，零售者及批發流通者可讀取「中藥材主體碼、追溯
碼、批次碼、商品溯源碼(產地碼)和交易代碼等」、輸入者可
讀取「操作時間、地點、責任主體、產品批次、品質安全相關
內容等」。
6. 資訊平台之資料需要完全保密才符合安全管理之原則，建議只
能在發生不良品事件/嚴重異常事件才可由政府機關授權查閱
完整資料。
(二) 配套管理方案在中藥材追蹤溯源建設進程之建議：
1. 前期準備：在「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框架下，由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合作，選擇重點中藥(例
如：毒劇類中藥、高風險使用中藥、常用中藥)展開追蹤溯源
試辦計畫，並與大陸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商討，實現採收、流通、生產、銷售等四個環節全程追蹤
溯源。
2. 建設目標：a.提高生產經營主體安全責任意識、b.強化流通環
節品質安全把關能力、c.促進中藥材流通行業結構調整和流通
方式轉變、d.引導中藥材流通企業展開規模化經營、e.提升中
藥材行業集中度和流通現代化。
3. 工作原則：建立雙向追蹤管理機制。以中藥材或中藥飲片為原
料的單位必須使用可追溯中藥材，調動各流通體系建設追溯平
台的積極性，強化各中藥材經營者和市場供應者的品質安全第
一的責任意識，促使自覺落實追蹤溯源管理制度。通過建立中
藥材流通溯源體系，促進、引導中藥材按規範標準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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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體追溯範圍：包括 a.中藥材種植和養植企業、b.中藥材經營
企業、c.中藥材專業市場、d.中藥製劑生產企業、e.中藥飲片加
工企業、f.醫療機構及零售藥局、g.消費者或使用者等。
5. 追溯流程：a.追向：由上游往下游追蹤產品流向，屬於正向追
溯機制，以進出口中藥材為例，追向端可以是產地出口商、產
品進口商或產品經銷商。b.溯源：由下游往上游追蹤產品來
源，屬於逆向追溯機制，以進出口中藥材為例，溯源端可以是
消費者、產品經銷商或產品進口商。
6. 實現方式：總體設計，分步實施。順應軟、硬體發展趨勢，或
使用潮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設計制定總體方案，並且針
對不同階段的具體情況，明確目標和任務，分步實施。
7. 訊息系統：標準一致，平台統一。建立兩岸互信的中藥流通追
蹤溯源標準體系，建設中央集中數據平台，統一應用軟體開發
標準，實現訊息資源互聯共享，全國範圍的追溯查詢。
(三) 配套管理方案在中藥材追蹤溯源管理要點之建議：
1. 記錄管理：中藥材生產記錄、市場貿易流通記錄都是追溯系統
建設中的基礎訊息。
2. 標識管理：依據中藥學、中藥鑒定學、中藥商品學等相關知識，
確定編碼規則，選擇適用全過程訊息標識載體。
3. 查詢管理：醫療機構、零售藥局、消費者可直接使用條碼標識
查詢檢索，例如專用終端查詢、網路在線查詢、手機電話查詢、
訊息公告查詢等。
4. 監督管理：政府研擬周延法令，輔導企業做好供應鏈管理，建
立有效監督管理機制，責任追究記錄數據。
(四) 配套管理方案在中藥材追蹤溯源實施原則之建議：
1. 合法性原則：遵循國家法律、法規和相關標準的要求。
2. 完整性原則：追溯訊息應覆蓋中藥生產、加工、流通全過程；
信息內容應覆蓋本環節操作時間、地點、責任主體、產品批次、
品質安全相關內容。
3. 對應性原則：應對中藥產品品質追溯過程中各相關單位進行條
碼化管理，確保中藥產品品質追溯信息與產品的唯一對應。
4. 高效性原則：應充分運用網路技術、通訊技術、條碼技術等建
立高效、精準、快捷的品質追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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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大陸協助追蹤溯源條碼系統的有效管理應被視為本計畫能否成功之
重要關鍵，因此台灣之追蹤體系需包含大陸產出的可追溯條碼，以及
徵求國內中藥材進口商參與本計畫建置之「中藥材追蹤溯源條碼系
統」網頁平台，運用本研究計畫已建置之中藥原料產品進行分級分類
管理和履歷追蹤編碼、中藥藥業物流編碼、產出條碼程式，促成使用
者端藉由讀取條碼或於網頁平台鍵入條碼編號，帶出溯源的中藥材資
訊，達到於台灣就能貫通監測中藥材流向的功能，防範市場偽劣原材
料及產品的流竄、加強有害物質之品質監控及追蹤管理。
二、考量廠商購置硬體成本及使用者便利性，條碼載體設計採用一維與二
維條碼並行，未來系統建立將依登錄者身份辨識自動管制擴散資訊，
此網頁平台亦將建置具備條碼產出及查詢功能，也就是廠商只需至此
平台登錄中藥材資料，進行廠商身份確認，再申請條碼產生，完成後
系統將以 E-mail 方式即時送出條碼格式，提供廠商擴散列印。日後
台灣進口端、經銷端或消費者端如果對中藥材品質有所疑慮，皆可經
由此網頁平台得到相關藥材資料。
三、大陸現況中藥材流通交易超過 80%都傳統性的集中在大陸 17 家中藥
材專業市場和一些藥材產地的中小規模中藥材市場完成，隨著大陸衛
生單位近年來積極規劃建立中藥材重點品種的市場運行資訊監測、預
警體系，提出中藥統一編碼、中藥材商品等級的管理制度，我國貴為
中藥材的進口國，實有必要對大陸中藥市場商品名稱及流通規格進行
調研，並結合中藥材市場的實際產品流通情形，編輯中藥材商品資
料，進而對中藥材商品分級制訂分類編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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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中藥材追蹤溯源管理建設為政府重點推動政策，市場化運作，綜合運
用經濟、法律、行政、技術等手段，充份發揮承辦企業的主體作用，
形成追溯體系市場化運作的長效機制。
二、政府應制訂周嚴法令，強制要求企業做好自身供應鏈管理，並付予被
動追溯控制整個流通過程之權力，進行有效監管。
三、建立各級政府中藥管理體制，明確規定擔負之監督職能，以滿足相應
環節企業的法律要求。
四、制定可順利轉換與國際接軌之可追溯性編碼設計，規劃中藥條碼政策
推進工程，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試辦及推廣工作，以求從制度設計到
技術應用均統一完備。
五、參照我國和大陸進出口貿易程序和所須報關文件資訊，設計一套從產
地源頭、經貿規範證件、官方正統出口程序、運輸到流通儲存、配送
直至銷售及使用終端的追溯平台整體架構。
六、成立中藥編碼管理部門，承擔賦碼、系統運行和管理等工作，並且擬
訂編碼增修規則、技術標準與方案、使用制度，根據藥典修訂、中藥
應用、研究發展等實際情況，採定期方式進行編碼修訂、發佈，特別
是針對多來源中藥分裂成為兩種或多種中藥品種問題之解決。
七、建議全面辦理中藥產品輸入查驗登記，依據標準為「輸入中藥產品查
驗登記作業要點」，此外應需另增修「溯源」規定，要求申報進口商
必須要提供海關的報關號碼及大陸核發的條碼號碼，如要繼續轉出銷
售，則需再輸入要賣給那些商家，最後由中藥流通溯源系統產出條
碼。此系統是否要與「便捷貿 E 網」
、
「輸出入貨品分類系統」及「出
進口廠商管理系統」進行連結整合，可再進一步討論研究。
八、建議成立中藥溯源監督聯盟或中藥溯源共享數據中心，針對中藥材
(商品)特色，建構系統特異性基礎架構和網路平台，實現結構化的溯
源數據集成與共享，為多方應用提供產品資訊、品質管理數據，保障
溯源數據傳輸的高效率和穩定性。此聯盟或中心可以集合政府相關部
門、科研機構、中藥企業、交易市場、商貿公司、醫院終端，以及負
責開發營運的電腦公司，各團體藉由組織達成共識，且界定相互的權
利與義務，遵守開發溯源平台所須之標準，規範國內所有流通之中藥
材(商品)訊息。
九、展望國內外未來完整的中藥溯源體系應包括：中藥材種植(養殖)溯源
體系、中藥生產(加工)溯源體系、中藥材商品流通(使用)體系，設計
從中藥材的種植、採收、加工、儲藏、包裝、流通、銷售等各環節之
監視到回饋設計調控方法與溯源途徑；而完整的中藥材溯源編碼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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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藥材主體碼、追溯碼、批次碼、商品溯源碼(產地碼)和交易代
碼等部分。
十、由於道地中藥材種類繁多，加上大多數藥材需再加工炮製，甚至複合
成方製劑，因此有必要選取各種中藥產品的溯源應用示範進行系統的
運行模式探討，根據中藥材在進口後的集中交易及供應鏈狀況，選擇
一家企業(組織或機構)展開試辦合作，甚至配合企業(組織或機構)本
身的倉儲建設與現代化物流平台系統，將複雜的流通管道完全納入在
其追溯作業平台基礎上，以便獲取更多的回饋訊息，實現系統的進一
步改善。通過一階段一階段的示範測試後，其各項標準作業平台即可
進入壓力、營運、維護等測試，最後做出總結整理，一個穩定的平台
管理與成功的營運模式就可順利運作下去。
十一、 建議在兩岸共同簽署的「中藥安全管理機制」基礎下，協商完成產
出中藥追蹤溯源條碼系統，並由官方成立專責機構及同意使用此系
統，並透過共同合作對彼此輸入之中藥產品執行品管和品質保證。
有效運作保障體系包括由供應單位負責中藥產品的品質及安全檢
驗，並對品質或安全不合格的中藥產品負責回收、退貨及追索，而
品質採用之標準則分別由兩岸主管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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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檢驗人才培訓
莊武璋
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

摘

要

「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以提升藥廠品管檢驗能力、分析方法確效與品保
觀念為目標，經與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及 TFDA 相關人員召開課程規劃溝通會
議，訂定課程簡章。
「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於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 4 地分別開課，授課
內容為：
1. 中藥廠品管注意事項及經驗分享
2. 中藥異常物質限量標準之相關法令說明
3. GMP 查廠重點與注意事項
4. 中藥重金屬檢驗方法建立及應注意事項
5. 中藥農藥殘留檢驗方法建立及應注意事項
6. 中藥微生物檢驗方法建立及應注意事項
7. 中藥黃麴毒素檢驗方法建立及應注意事項
4 場培訓課程規劃預計 240 人次參與，實際參加學員共計 279 人次（不含講
師）
。
課程有實施前後測及滿意度調查，根據課程前後測統計分析，學員課前平均
成績 74.1 分，課後平均成績 90 分，顯示學員接受教育訓練課程後，相關知識有
顯著提升。
依課程規劃設計，課後測驗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為合格，本會授予受訓結業
證書。4 場課程合格人數共計 238 人，合格率達 96%。
課程滿意度調查，各項調查滿意以上亦達 90%以上。
關鍵詞：中藥重金屬、黃麴毒素、微生物、農藥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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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2-CP-013

Quality Testing Personnel Train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 C. Chuang
Chines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ABSTRACT
Goal of this training course,「Quality testing personnel training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o advance to skills of analysis ability, method valid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in GMP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s in Taiwan. Contents of this
training course are drawn up through discussing with the officials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and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This training course is totally hold in Taipei, Taichung, Tainan and Kaosiung with
the following contents:
1. Precautions and experience sharing of quality control in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s.
2. Regulations of the adventitious ag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3. Precautions and instructions for GMP inspection.
4. Precautions and instruc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 heavy metal analysis of TCM.
5. Precautions and instruc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 pesticide residue analysis of
TCM.
6. Precautions and instruc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 microbial analysis of TCM.
7. Precautions and instruc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 aflatoxin analysis of TCM.
We expect approximately 240 people will participate in these 4 training courses,
while the total person-times are 276 people, not including the speakers. Learning
efficacy of this training course is evaluated through the examin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is course. Average score of trainees increased from 74.1 to 90.0 after accepting the
training course, indicating the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of related knowledge.
Trainee will get the certificate of training once their examination score is higher
than 70 point. Totally, 238 people pass the examination within 4 training course, while
the qualification rate is 96%. Besides,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is training cours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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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higher than 90%.
Keywords: heavy metals, aflatoxin, microbial contaminations, residual pest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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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府及中藥業者為了保障民眾健康，在中藥品質及研究開發上均花費
相當心力，包括中藥材源頭管理及產品之重金屬、農藥殘留、微生物毒性、
黃麴毒素檢驗等，為保障產品高安全性而嚴格把關。中醫藥司為確保民眾
健康及用藥安全，積極推動三階段的管理機制，包括：第ㄧ階段推動中藥
材之包裝標示，以確認產品責任歸屬；第二階段針對重金屬、污穢物質及
黃麴毒素等，陸續訂定各項限量標準，以確保其無安全疑慮；第三階段致
力完備中藥材之源頭管理機制，包括進口產品文書認證及落地追蹤等工
作。衛生署自 101 年 8 月 1 日起宣布，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紅棗、黃耆、
當歸等 10 種中藥材在邊境進口時，要求業者應檢附合格的檢驗證明文件，
希望透過「源頭管理」保障國人健康。而第一批需源頭管理的中藥材，是
依進口量多寡排名，先選定進口量較大的前 10 種中藥材，包括紅棗、黃耆、
當歸、甘草、地黃、川芎、茯苓、白芍、白朮及杜仲，進行源頭管制。而
紅棗、黃耆、甘草、川芎等國人用量最多的前四名中藥材，將採取更嚴格
措施，除了源頭管理，入關後還將執行 5%抽驗。如不合格，就需逐批查驗。
第二階段源頭管理的中藥材，評估重點除了國人使用頻率，還包括單價昂
貴者，例如，人蔘、冬蟲夏草等。特別在近日連續爆發食品安全問題的同
時，如何作好中藥品質提昇及為人民安全把關等亦將是未來刻不容緩的重
點工作。
1. 中藥材及中藥製劑含異常物質限量標準之訂定
中藥材及中藥製劑被污染或可能含異常物質，一向為民眾與輿論所關
切。有關工業發展造成環境污染及受到人類濫用農藥等因素之影響，源自
於動、植物及礦物等中藥材，都可能被污染，主管機關必須經由背景值調
查，收集相關資料，徵詢各界意見，訂出標準，並予規範。
然而天然物相對於西藥而言，不僅成分複雜、來源也較不穩定、無論
在中藥材或中藥製劑在品質管制上困難度都相當高，主管機關在製訂相關
標準及業者依循執行方面實屬不易；如訂的太寬，恐怕影響用藥安全，如
訂的太嚴，恐怕無法找到貨源或產品上市，因此主管機關廣徵各方意見，
在中藥材及中藥濃縮製劑方面，中醫藥司在衡量民眾用藥安全及業者得以
遵循之可行性，分階段陸續公告相關標準，如下：
 公告「杜仲等七種中藥材之重金屬限量標準及其相關規定」(93.01.13)
 公告「中藥製劑污穢物質限量標準、碎片劑微生物限量標準」(95.10.26)
 公告「中藥藥材污穢物質限量標準」(95.11.10)
 修正發布「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86 條(9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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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中藥濃縮製劑含總重金屬之限量」
、
「中藥濃縮製劑加味逍遙散
等 10 個處方含總重金屬及砷含量之限量」及「中藥濃縮製劑加味逍
遙散等 10 個處方含微生物限量」 (97.09.15)
 公告「補中益氣湯等濃縮製劑含總重金屬及砷含量之限量」 (98.07.14)
 公告「地龍等中藥藥材含污穢物質限量」 (98.07.22)
 公告修訂「中藥濃縮製劑含異常物質之限量」(99.5.28)
 公告修正「中藥濃縮製劑含異常物質之限量」之適用範圍及其實施日
期(100.08.29)。
 公告「中藥材輸入檢驗作業規定」（101.8.1）
 預告「天王補心丹等 22 項中藥傳統製劑含異常物質限量標準及其適
用範圍」（102.8.26）
2. 中藥材及中藥製劑含異常物質之檢驗與執行
中醫藥司雖陸續公告上述異常物質之限量標準，並提出「台灣傳統
藥典、中華藥典、日本藥局方、歐洲藥典、美國藥典、中華人民共和國
藥典或藥廠自行開發檢驗方法(需提依據)」等檢驗方法。然而國內 116
家中藥 GMP 廠，多數對於衛生署現行公告污穢(異物)物質檢驗項目及
標準，不全然了解。對於檢驗規格如何制訂及執行亦不熟悉，因此期望
透過本計畫之執行加強中藥製藥業者品管及檢驗分析能力，培訓業者在
中藥檢驗項目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能有所依循。
3. 中藥廠品管及檢驗分析訓練辦理成效及其重要性
本會已連續第 4 年執行 貴司所委託之品管及檢驗相關計畫，包含
於 99 年度辦理「中藥品管作業人才培訓暨管理法規研究」計畫、100
年度辦理「中藥廠品管作業實務訓練」計畫、101 年度辦理「中藥檢驗
分析實務訓練」計畫及今(102)年度「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過程中
累計舉辦多場教育訓練及實務操作課程，會後並都進行課程滿意度問卷
調查，作供日後主管機關及執行單位在課程內容規劃及改進意見之參
考。經統計 99 年度計有 347 人次參加，100 年度有 303 人次參加，101
年度有 165 人次參加，今(102)年度有 279 人次參加，4 年來共已累計培
訓中藥相關從業人員 1,094 人次，計有 129 家 GMP 中藥廠及相關單位
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就參與課程學員統計來看，服務單位以中藥廠比例為最高，占 57%
以上。另針對課程安排地點、課程安排時間、課程內容深淺是否得宜、
對師資安排是否適當、課程內容是否符合目前工作需求、對今後的工作
是否有助益及整體表現是否滿意進行調查，平均滿意度達滿意以上皆高
於 90%。課後測驗成績達 70 分以上為合格，合格率平均高於 96%，且
不同場次考題不同，希望真正落實課後測驗成效評估的意義，而非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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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另外從合格率數據來看，顯示課程內容與試題難易程度適中，亦
有助於學員於課程內容的學習。
就本會辦理 99 年、100 年、101 年及 102 年有關「中藥重金屬、微
生物、農藥殘留及黃麴毒素」品管及檢驗分析實務訓練課程活動中來
看，不論從報名人數、報到率及學員參與之反應等方面，進行綜合性評
估，均顯示中藥廠對檢驗訓練需求甚為殷切，相關之品管、檢驗人才培
訓也應列為輔導中藥廠之重點工作項目，故持續不間斷地舉辦培訓課程
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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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 實施方法：
本計畫以提昇藥廠品管檢驗能力為主要目標，其實施方法如下：
(一) 搜集中藥重金屬、微生物、農藥殘留及黃麴毒素相關資料公告、
辦法及檢驗現況，協助業者針對「中藥重金屬、微生物、農藥殘
留及黃麴毒素」之檢驗方法、送審檢附文件與注意事項規劃課程。
(二) 配合 TFDA 審查機制，協助業者擬訂重金屬、微生物、農藥殘留
及黃麴毒素檢驗方法、品管、儀器及方法偵測極限與評估報告之
品保資料。
(三) 擬定 4 場培訓課程草案。
(四) 召開培訓課程 會前會：擬邀請 成員包括中醫藥司相關主管、
TFDA(食品藥物管理署)檢驗主管、業界資深品保主管等，就實際
需求討論業者如何有效執行檢驗，釐清課程重點並進行訓練或實
習課程規劃、師資規劃及訓練場地規劃等課程內容。
(五) 確定教育訓練日期及課程內容、場地及講師。
1. 基於專業考量，教育訓練課程以邀請具中藥檢驗實務經驗之
TFDA(食品藥物管理署)人員、產業界資深主管及檢驗機構資深
主管擔任講師為主；課後進行面對面溝通，以了解業者實務上
遭遇之困難並給予業者相關輔導。
邀請之講師名單如下：
˙中醫藥司：謝采蓓技士
˙食品藥物管理署：顧祐瑞前副研究員
˙業界：順天堂莊武璋博士與李明宗經理、莊松榮江淑端經理。
˙受委託檢驗機構專業講師：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孔繁慧主
任、中央畜產檢驗中心陳月娥專員。
2. 教育訓練對象將優先考量有實際需求之在職人員，中藥廠品管
或政府相關人員所占比例將超過 50%。另包括中藥廠委外實驗
室之人員、經署認證之實驗室人員。
3. 教育訓練課程將申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認證，並將於課後測驗
分數達 70 分以上者授予學員受訓證明書。
(六) 辦理成效評估作業：
1. 4 場訓練課程預計至少 240 人次。
2. 課程滿意度調查，內容包含如下：
˙訓練時數
˙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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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地
˙工作人員服務
˙師資專業度
˙訓練課程是否達到與主管機關溝通的目的
˙訓練課程對業者執行查驗登記是否有助益
˙學員建議事項
3. 課前課後測驗：為了解學員上課成效，擬於課程中進行前後測，
以瞭解學員受訓前之程度及受訓後之進步狀況。
4. 授予本會受訓證明：測驗成績進步且課後分數達 70 分以上者作
為評估依據，並授予上課時數證明及受訓合格證書。
(七) 定期至中醫藥司彙報辦理結果，提供辦理經驗，作為後續業者遵
循及推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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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行步驟

搜集中藥重金屬、微生物、農藥
殘留及黃麴毒素相關資料公告、
辦法及檢驗現況

檢視前年度
訓練課程評估與建議

訓練或實習課程
規劃

師資規劃

訓練場地規劃

擬定 4 場教育訓練課程草案

召集中醫藥司、TFDA 研究檢驗組及資
深業者等相關組室開會討論
• 釐清課程重點
• 討論如何有效協助業者提升檢驗能力

確定教育訓練日期
確定課程內容、場地及講師

辦理成效評估

定期至中醫藥司彙
報辦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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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
課程日期：台北（9/26）
、台中（10/3）
、台南（10/16）
、高雄（10/17）
時 間

議題

講師

08:40－09:00 報到並領取講義資料
09:00－09:15 課前測驗
09:15－10:10

中藥廠品管注意事項及經驗分享
（Q＆A 5 分鐘）

計畫主持人
莊武璋博士

10:10－10:20 休息
10:20－11:15

中藥異常物質限量標準之相關法令 中醫藥司
說明（Q＆A 5 分鐘）
謝采蓓技士

11:15－12:10

GMP 查廠重點與注意事項
（Q＆A 5 分鐘）

TFDA 研究檢驗組
顧祐瑞前副研究員

12:10－13:00 午餐
13:00－13:55

中藥重金屬檢驗方法建立及應注意 順天堂藥廠(股)公司
事項（Q＆A 5 分鐘）
李明宗經理

台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
中藥農藥殘留檢驗方法建立及應注
13:55－14:50
金會
意事項（Q＆A 5 分鐘）
孔繁慧 實驗室主任
14:50－15:05 休息時間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檢
中藥微生物檢驗方法建立及應注意
驗中心
15:05－16:00
事項 （Q＆A 5 分鐘）
陳月娥 專員
16:00－16:55

中藥黃麴毒素檢驗方法建立及應注 莊松榮製藥廠有限公司
意事項（Q＆A 5 分鐘）
江淑端 經理

16:55－17:15 課後測驗
課程結束後進行課後測驗，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本會將核發受訓結業
證書(可作為各項藥廠稽核作業中之品管人員訓練證明)；另本課程申請藥事
人員及公務人員持續教育學分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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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 收集資料並規劃教育訓練課程
(一) 6 月 5 日計畫相關人員與主持人進行初步課程規劃討論事宜。
(二) 依討論結果，擬訂「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規劃草案乙份。規
劃課程內容：包含議程、上課時數、地點及時間，並電訪業者目
前面臨的問題與需求，以納入規劃草案。
二、 召集與主管機關之溝通會
(一) 6 月 11 日假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2 樓會議室，就「中藥檢驗人才
培訓」課程規劃草案(包括：課程重點、舉辦方式、師資人選、場
地及時間等)相關事宜，與中醫藥司及 TFDA(食品藥物管理署)相
關人員召開課程規劃溝通會議。
(二) 依溝通會議修正課程草案並完成會議紀錄 1 份，紀錄重點如下：
1. 建議新增「GMP 查廠重點與注意事項」之相關講題，陳玉盆簡
任技正推薦邀請 TFDA 研究檢驗組顧祐瑞前副研究員或其他適
當人員擔任講師。
2. 建議邀請主管機關派員擔任「中藥異常物質之限量標準相關法
令說明」講題之講師。
3. 關於「中藥重金屬、微生物、農藥殘留及黃麴毒素之檢驗方法
建立及應注意事項」
，擬邀請產業界及檢驗機構資深主管分別擔
任北、中、南 4 場課程之講師，由計畫主持人提供規劃講師名
單，並由主管機關確認後進行邀請。
4. 預定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舉辦時程在 9～10 月舉辦。
三、 籌備教育訓練課程
(一) 6 月 21 日陸續洽詢並邀請中藥廠及檢驗單位有實務經驗之主管人
員擔任課程講師。
(二) 7 月 5 日確認各課程講師人選。
(三) 8 月 6 日確認 4 場培訓課程舉辦日期及上課場地，分別為 9 月 26
日在台北、10 月 3 日在台中、10 月 16 日在台南及 10 月 17 日在
高雄。
(四) 8 月 8 日行文至中醫藥司敦請派員擔任「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
講師。
(五) 完成「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簡章」1 份。
四、 完成舉辦「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
(一) 課程日期及參加人數：4 場培訓課程原預計至少 240 人次，實際參
加 279 人次（圖一，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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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2.09.26 台北場，參加 72 人次。
2. 102.10.03 台中場，參加 62 人次。
3. 102.10.16 台南場，參加 77 人次。
4. 102.10.17 高雄場，參加 68 人次。
(二) 滿意度調查分析
爲瞭解學員對於本課程的滿意程度與建議，特辦理本次課程
滿意度問卷調查，以提供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及執行單位日後課
程內容規劃及改進意見之參考。
1. 滿意度調查回收率：共回收問卷 260 份，回收率 93.2%（圖二，
P.22）
(1) 台北場：問卷回收 68 份，回收率 94.4%。
(2) 台中場：問卷回收 58 份，回收率 93.5%。
(3) 台南場：問卷回收 71 份，回收率 92.2%。
(4) 高雄場：問卷回收 63 份，回收率 92.6%。
2. 學員基本資料分析
(1) 性別：
（圖三，P.23）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性別以女性比例為
多數，占 62.3%，男性占 37.7%。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性別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男
34
50
23
39.7
21
29.6
20
31.7
98
37.7
女
34
50
35
60.3
50
70.4
43
68.3 162
62.3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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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務單位：（圖四，P.23）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服務單位以中藥廠
比例為最高，占 57.7%，其次依序為其他（生技公司、學校、
藥局、醫院、衛生局…等單位）占 31.2%、檢驗機構占 11.2%。

台北
服務單位
百分比
人數
(%)
中藥廠
30
44.1
檢驗公司
12
17.6
其他
26
38.2
小計
68
100

上課地點
合計
台中
台南
高雄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31
53.4
58
49.2
31
49.2 150
57.7
3
5.2
2
19
12
19
29
11.2
24
41.4
11
31.7
20
31.7
81
31.2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3) 職稱：
（圖五，P.24）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以品管人員比例為
最高，占 47.7%，其次依序為其他（檢驗師、學生、研發…
等單位）年占 35.4%、藥師占 16.5%。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職稱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藥師
7
10.3
11
19
12
16.9
13
20.6
43
16.5
品管
15
22.1
29
50
47
66.2
33
52.4 124
47.7
其他
46
67.6
18
31
12
16.9
17
27
93
35.8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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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資：
（圖六，P.24）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年資以 1-3 年以上
比例為最高，占 27.7%，其次依序為 5-10 年占 20%、3-5 年
占 19.2%、1 年以內占 19.2%、10 年以上占 14.2%。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年資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1 年以內
11
16.2
13
22.4
16
22.5
10
15.9
50
19.2
1-3 年
15
22.1
20
34.5
21
29.6
16
25.4
72
27.7
3-5 年
22
32.4
10
17.2
6
8.5
12
19
50
19.2
5-10 年
14
20.6
10
17.2
14
19.7
13
20.6
51
19.6
10 年以上
6
8.8
5
8.6
14
19.7
12
19
37
14.2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0 260
100
3. 主要問項分析
(1) 議題一：課程安排地點（圖七，P.25）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對於課程安排地點的感
受上，
「非常滿意」占 30%，「滿意」占 62.2%，「尚可」占
7.3%，「不滿意」占 0.4%，「非常不滿意」占 0%。
滿意以上占 92.2%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課程地點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非常滿意
9
13.2
18
31
20
28.2
31
49.2
78
30
滿意
54
79.7
33
56.9
43
60.6
32
50.8 162
62.3
尚可
5
7.4
6
10.3
8
11.3
0
0
19
7.3
不滿意
0
0
1
1.7
0
0
0
0
1
0.4
非常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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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議題二：課程安排時間（圖八，P.25）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對於課程安排時間的感
受上，
「非常滿意」占 28.5%，
「滿意」占 63.1%，
「尚可」占
8.1%，「不滿意」占 0%，「非常不滿意」占 0%。
滿意以上占 91.6%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課程時間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非常滿意
11
16.2
19
32.8
19
26.8
25
39.7
74
28.5
滿意
56
82.4
33
56.9
44
62
31
49.2 164
63.1
尚可
1
1.5
6
10.3
7
9.9
7
11.1
21
8.1
不滿意
0
0
0
0
1
1.4
0
0
1
0.4
非常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3) 議題三：教學實作器材及設備是否得宜（圖九，P.26）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對於課程教學實作器材
及設備是否得宜的感受上，
「非常滿意」占 26.5%，「滿意」
占 64.6%，
「尚可」占 8.5%，
「不滿意」占 0.4%，
「非常不滿
意」占 0%，另有 0.4%的學員未填寫。滿意以上占 91.1%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教學器材設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備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非常滿意
19
27.9
15
25.9
15
21.1
20
31.7
69
26.5
滿意
43
63.2
40
69
48
67.6
37
58.7 168
64.6
尚可
6
8.8
2
3.4
8
11.3
6
9.5
22
8.5
不滿意
0
0
1
1.7
0
0
0
0
1
0.4
非常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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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議題四：課程內容深淺是否得宜（圖十，P.26）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對於課程內容深淺是否
得宜的感受上，
「非常滿意」占 32.7%，
「滿意」占 65.8%，
「尚
可」占 1.5%，「不滿意」占 0%，「非常不滿意」占 0%。
滿意以上占 98.5%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課程內容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深淺得宜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非常滿意
24
35.3
19
32.8
24
33.8
18
28.6
85
32.7
滿意
44
64.7
39
67.2
45
63.4
43
68.3 171
65.8
尚可
0
0
0
0
2
2.8
2
3.2
4
1.5
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5) 議題五：對於師資安排是否適當（圖十一，P.27）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對於師資安排是否適當
的感受上，
「非常滿意」占 38.5%，
「滿意」占 60.8%，
「尚可」
占 0.8%，「不滿意」占 0%，「非常不滿意」占 0%。
滿意以上占 99.3%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師資安排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是否適當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非常滿意
31
45.6
18
31
26
36.6
25
39.7 100
38.5
滿意
37
54.4
40
69
44
62
37
58.7 158
60.8
尚可
0
0
0
0
1
1.4
1
1.6
2
0.8
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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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議題六：課程內容是否符合目前工作需求（圖十二，P.27）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對於課程內容是否符合
目前工作需求的感受上，「非常滿意」占 32.7%，「滿意」占
63.8%，「尚可」占 3.5%，「不滿意」占 0%，「非常不滿意」
占 0%。
滿意以上占 96.5%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符合目前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工作需求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非常滿意
24
35.3
17
29.3
22
31
22
34.9
85
32.7
滿意
42
61.8
40
69
46
64.8
38
60.3 166
63.8
尚可
2
2.9
1
1.7
3
4.2
3
4.8
9
3.5
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7) 議題七：對今後的工作是否有助益（圖十三，P.28）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對今後的工作是否有助
益的感受上，
「非常滿意」占 36.2%，
「滿意」占 61.2%，
「尚
可」占 2.7%，「不滿意」占 0%，「非常不滿意」占 0%。
滿意以上占 97.4%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對今後工作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有助益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非常滿意
25
36.8
18
31
26
36.6
25
39.7
94
36.2
滿意
41
60.3
39
67.2
44
62
35
55.6 159
61.2
尚可
2
2.9
1
1.7
1
1.4
3
4.8
7
2.7
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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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議題八：整體表現是否滿意（圖十四，P.28）
就 4 場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學員分析，對整體表現的感受上，
「非常滿意」占 38.5%，
「滿意」占 60.8%，
「尚可」占 0.8%，
「不滿意」占 0%，
「非常不滿意」占 0%。
滿意以上占 99.3%
上課地點
合計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整體表現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
(%)
(%)
(%)
(%)
非常滿意
29
42.6
22
37.9
22
31
27
42.9 100
38.5
滿意
39
57.4
36
62.1
47
66.2
36
57.1 158
60.8
尚可
0
2.9
0
0
2
2.8
0
4.8
2
0.8
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不滿意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68
100
58
100
71
100
63
100 260
100
(三) 課後測驗分析
本課程結束後進行課後測驗，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核發予受
訓結業證書，可作為各項藥廠稽核作業中之品管人員訓練證明。
課後測驗合格率：合格人數共 238 人，合格率 96%（圖十五，
P.29）
1. 台北場 72 位學員：考試人數 66 人，合格人數 65 人，合格率
98.4%。
2. 台中場 62 位學員：考試人數 51 人，合格人數 50 人，合格率
98.0%。
3. 台南場 77 位學員：考試人數 74 人，合格人數 72 人，合格率
97.3%。
4. 高雄場 68 位學員：考試人數 57 人，合格人數 51 人，合格率
89.5%。
(四) 課後並依原規劃將藥事人員及公務人員持續教育學分發給所需之
與會學員。
本課程申請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學分，人數共計 12 人，申請
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認證，人數共計 67 人，課後核發予學分證
書。
1. 台北場：申請公務員學習時數計 2 人，藥事學分人數計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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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中場：申請公務員學習時數計 3 人，藥事學分人數計 17 人。
3. 台南場：申請公務員學習時數計 2 人，藥事學分人數計 21 人。
4. 高雄場：申請公務員學習時數計 5 人，藥事學分人數計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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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 課程參加人數
4 場訓練課程預計至少 240 人次，實際參加 279 人次，達成率 116%。
報名人數計 311 人，報到率 89.7%。
二、 滿意度分析
4 場訓練課程實際參加 279 人次，滿意度調查共回收問卷 260 份，回收
率 93.2%。因本項問卷回收並無強制性，故實際參加人次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份數，兩者數據顯示並不相同。
本問卷在各項議題滿意度分析中，
「非常滿意」和「滿意」之百分比加
總皆大於 90%，顯示學員對於本課程規劃及師資安排等皆給予高度評價。
惟台中場地因中央空調無法控制強度，少數學員反應太冷而稍影響上
課品質，故日後在場地安排上需特別注意。
三、 課前、課後測驗分析
4 場教育訓練課程課前合格人數共 161 人，合格率 64.9%。
4 場教育訓練課程課後合格人數共 238 人，合格率 96%。
顯示課程內容深淺適中，學員吸收效果佳。
四、 學分認證
4 場教育訓練課程申請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證，共 12 人。
4 場教育訓練課程申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認證，共 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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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本「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計畫執行期間，自與中醫藥司、TFDA
溝通會召開培訓課程會前會、師資規劃及講師邀請、課程及場地規劃、
問卷設計及分析、餐飲安排、藥師學分、公務人員學分申請、課後考
評、滿意度調查與證書核發等作業，學員及講師滿意度均高，已建立
一套完整辦理課程的優良作業模式。
二、 本計畫為進行學習成效評估， 4 場培訓課程均有課前測驗與課後測
驗，且不同場次考題均不同，希望真正落實課後測驗成效評估的意義，
從合格率數據來看，顯示課程內容與試題難易程度適中，有助於學員
對於課程內容的學習與了解。
三、 本計畫就今年 4 場參與培訓之學員分析來看，年資以 1-3 年以上比例為
最高，占 27.7%，顯示各中藥廠人員以新進人員為多，如能每年有計畫
地安排適當培訓課程，相信更能留住人才，減少人員異動，且培養長
期而穩定的專業人才亦將有助於藥廠技術能力的精進與提昇。
四、 本「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計畫，從報名人數、報到率及學員參與
之反應等，進行綜合性評估，顯示中藥廠、檢驗單位、學校、地方衛
生局等對相關限量標準公告、法規、GMP 查廠重點、品管、檢驗方法
等課程需求甚為殷切，建議未來應針對此相關議題進行持續性教育及
深入研討教學，相信將有助於提昇藥廠品管人員檢驗技術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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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出 席 人 數 合 計 2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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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圖一、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參加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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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滿意度調查回收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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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三、滿意度問卷調查填寫者性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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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四、滿意度問卷調查填寫者服務單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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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五、滿意度問卷調查填寫者職稱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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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六、滿意度問卷調查填寫者年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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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七、對於課程安排地點之滿意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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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八、對於課程安排時間之滿意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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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九、對於課程教學實作器材及設備之滿意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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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十、對於課程內容深淺是否得宜之滿意度統計圖

26

非常滿意

80%

滿意
69.0%

70%
60%
50%

尚可
62.0%

60.8%

58.7%

54.4%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5.6%
39.7%

36.6%

40%

38.5%

31.0%

30%
20%
10%

1.4%

1.6%

0.8%

0%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合計

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十一、對於師資安排是否適當之滿意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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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十二、對於課程內容是否符合目前工作需求之滿意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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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十三、對今後的工作是否有助益之滿意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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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計算係採四捨五入進後小數點第一位方式呈現，故各百分比之加總可能產生
非 100%。

圖十四、對於整體表現之滿意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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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中藥檢驗人才培訓課程之課前課後測驗合格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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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2-CT-001

提升中藥新藥臨床試驗水準以符合 GCP 之
查核作業
郭英調
臺北榮民總醫院

摘

要

國內多家醫院，經過衛生福利部多年努力推動及國內學者專家的協助下，已
陸續成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
。102 年度共有五家醫院獲得補助。包括：成
大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長庚醫院。
為了解及提升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的執行狀況與運作品質，衛生福利部委託執
行本查核計畫。
本查核計畫在實地查核前先召開共識說明會。各查核委員對查核目標、方向
及「查核紀錄表」的評分標準獲得共識同時亦查核執行中的 7 件中藥臨床試驗計
畫。排定時間及委員後，分別至各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進行查核。全部
查核結束後再召開查核結果確認會議。除查核委員說明查核時的所見所聞以外，
對各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及其臨床試驗的執行情形進行確認，以避免個
人差異。
評定會議時，考量為避免因為每年評分標準不一，分數高低造成誤導，會中
委員一致同意，本年度試驗中心的查核成果，以排序的方式做最後的總評，不列
分數。
關鍵詞：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查核、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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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2-CT-001

GCP Inspection on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Benjamin Kuo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inspection for enforcement of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compliance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The definition of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is “A standard for the design, conduct,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uditing,
recording, analyses, and reporting of clinical trials that provides assurance that the data
and reported results are credible and accurate, and that the rights, integrity , and
confidentiality of trial subjects are protected.”. And the definition of inspection is
given as “The act by a regulatory authority(ies) of conducting an official review of
documents, facilities, records, and any other resources that are deemed by the
authority(ies) to be related to the clinical trial and that may be located at the site of the
trial, at the sponsor’s and/or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CRO’s) facilities, or at
other establishments deemed appropriate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ies).” This project
is to execute the GCP inspection on 5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s which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All 5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s which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have been visited after consensus has been made by
all inspectors. There are 7 projects have been inspected. The result has been reviewed
and confirmed in confirmation meeting after all data collected.
The sequence of superiority of each research centers was determined in the
confirmation meeting. The result was submit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Keywords: GCRC, inspection, 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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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西藥長年使用後發現了各種副作用，使得世界各國開始流
行醫藥養生之回歸自然，並蔚為風尚。中藥為我國國粹，及先賢們數千年
來和疾病戰鬥中累積的經驗，藥性溫和、副作用少，若能透過現代科學的
驗證，逐步開掘這塊寶藏，將為我國中藥產業帶來無限的商機。中醫藥委
員會亦公告修正「中藥新藥查驗登記須知」；（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廿日
衛署中會字第 88057924 號）。(參考資料 1-10)
行政院的「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方案」所列舉之優先發展產業中包括科
學化中藥、建立中草藥開發模式；
「建立我國完整生物技術醫療周邊設備」、
「設置新藥臨床試驗體系與運作機制」
，以促進我國製藥品研發，及建立台
灣成為「亞太臨床試驗中心」。
有鑑於此，為了提供優良環境來執行中藥新藥的臨床試驗，衛生福利
部從 90 年起補助成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今年 102 年度有 5 家教
學醫學獲得補助，包括：成大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長庚醫院。
衛生署在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六日衛署藥字第 0930338510 號公告之「藥
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中，對過去不清楚的部份，有許多新規定，應藉查
核時提醒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注意。(參考資料 11)
除了設立中心外，衛生福利部也委託台北榮民總醫院郭英調醫師執行
查核計畫，針對這 5 家獲得中醫藥委員會補助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
及執行中的 7 件中藥臨床試驗計畫進行查核，主要是以監督中藥臨床試驗
環境及相關設施，促使各臨床試驗中心能建立中藥藥品研發階段臨床試驗
之工作手冊及標準作業流程(SOP)，以確認中心執行計畫時能符合「藥品優
良臨床試驗準則」。
各醫院內成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工作內容包括：維護臨床試
驗中心軟硬體設施、人員設施，以及臨床試驗標準作業流程之制定，而各
中心均可接受業界之委託，進行中藥臨床試驗。目前 5 家中心平均分佈於
北中南三區，以達資源共享、區域均衡為目的，相信在各中藥新藥臨床試
驗中心不斷努力下，必可提升我國中草藥生技產業水準，讓中草藥產品達
到現代化及國際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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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施行範圍
對 102 年度獲得中醫藥委員會補助成立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進行
查核。包括：成大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及長庚醫院，共 5 家。彙整主要國際衛生組織，如歐洲檢驗藥
品局(EME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及世界衛生組織(WHO)之新修訂
有關 GCP 規範及美日中韓相關法規並辦理北中南 3 場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
說明會。
二、執行期限
本計畫執行期限為 102 年 2 月 25 日至 102 年 12 月 15 日。
三、流程
(一) 收集相關更新法規
上網收集資料，調查各國或國際衛生組織有關 GCP 準則或臨
床試驗環境，以中藥為主，今年是否有新頒佈或更新。以關鍵字
美國：botanical、herbal，歐盟：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
herbal，日本：漢方，中國大陸：中藥，韓國：韓醫、韓方。
(二) 辦理 3 場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說明會
1. 擬定說明會內容，考量現今臨床試驗的需要，講題：
中醫藥研究成果介紹、GCP 查核的介紹、中醫藥研究之倫
理審查。
2. 商借研討會場地：經聯絡後敲定場次如下，
8 月 5 日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舉行。
8 月 7 日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舉行。
8 月 9 日於義大醫院舉行
3. 邀請講師
邀請獲得中藥新藥許可證的「化療漾」和「壽美降脂一號」
的研發負責人分享中藥研發的經驗及醫藥品查驗中心劉文婷經
理介紹 GCP 查核應注意事項。
4. 教育訓練學分
為鼓勵從事中醫藥研究之醫事人員參與環境說明會，故向
各相關公會學會申請中、西醫師、護理師、藥師繼續教育學分
各 2-3 積分不等。會後並發給與會人員 3 小時訓練證明書，以作
為後續研究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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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核作業
1. 召開共識會議
102 年 4 月 9 日於中醫藥委員會召開共識說明會。會中與所
有查核委員取得共識，確認查核方向及重點，並討論「查核記
錄表」中的評分標準。會中並決定同時對執行中的 7 件中藥臨
床試驗計畫進行查核，查核前確定查核計畫表，以加速查核進
行。共識會議紀錄、查核記錄表、GCP 查核紀錄表，如附件一、
二、三。
2. 進行實地查核
查核小組成員依時程表到國內五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
心」進行查核作業。進行查核之標準作業程序如附件四。包括
試驗中心簡報與訪談 30 分鐘、查核相關資料 2 小時、查核結果
回應 20-30 分鐘。查核紀錄以當場完成為原則。
查核流程圖

GCP 查核小組到場

控管中途進出人員

召集人
確定在場人員身分
(5 分鐘)

清場
介紹查核小組

簡報後可先行離場

試驗主持人
進行臨床試驗簡報
(15-30 分鐘)

非查核小組自我介紹
確定可在場人員

GCP 查核小組
進行實地查核作業
(2 小時)

請試驗主查人列席

查核結果報告與討論
(15-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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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只做事實陳
述，不多做解釋。

查核委員及時程表如下，
中心/計畫

日期時間
1. 成大醫院
9 月 18 日
評估天麻鉤藤飲對高血壓病患之療效─ 9:00
隨機分派性臨床試驗
評估加味逍遙散對失眠症病患之療效─
雙盲、安慰劑對照性臨床試驗
9 月 18 日
2. 義大醫院
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及預防復發 14:00
的效果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9 月 20 日
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萸湯 14:00
對胃食道逆流疾病之療效評估
10 月 2 日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六味地黃丸改善骨關節炎症狀之人體試 9:00
驗－一項為期八週之隨機雙盲安慰劑對
照式臨床試驗
酸棗仁湯及天王補心丹治療失眠之多中
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式臨床試驗
10 月 2 日
5. 長庚紀念醫院
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對照 14:00
臨床試驗

查核委員
劉正雄委員
李世昌委員

劉正雄委員
李世昌委員
賴榮年委員
白 璐委員
謝慶良委員
李世昌委員

劉永慶委員
李世昌委員

3. 召開查核結果確認會議
查核結果確認會議，在全部實地查核結束後，於 102 年 10
月 29 日在中醫藥委員會舉行。除實地查核委員說明查核時的所
見所聞以外，對五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及 7 件臨床試
驗的執行情形進行確認，以避免個人差異。
先簡報每家中心的運作情形後，由實地查核委員說明查核
情形，並討論發現的情況後，由所有委員對五家「中藥新藥臨
床試驗中心」及 7 件臨床試驗的執行情形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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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收集新修訂法規
(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1. Guidelines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for trials o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1995(12)
世界衛生組織對於藥品臨床試驗已制定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GCP）
，對執行人體生物醫學研究時，建立全球適用的標準。
不少國家沒有制定臨床試驗的相關法規。這些國家在進行臨
床試驗時，衛生行政部門可參考使用世界衛生組織 GCP 的準
則，教育性質為重。譯文參見附件五。
2.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Ethics Committees That Review
Biomedical Research, 2000(13)
所有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生物醫學研究必須遵守國際法規，倫
理和科學審查，同時需要知情同意。本規範為倫理委員會的
操作指引，以促進，支持和保證國際上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
查的品質。規範中提及倫理委員會的角色及組成，並詳細的
說明申請審查的方式及、審查程序，加上會議決定過程，以
及後續程序和文件。
3. General guidelines for methodologies 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WHO, 2000 (14)
此規範為傳統醫學研究指引包括草藥品質及毒性確認、研究
設計、倫理考量、生活品質、宣稱療效與所需之證明。譯文
參見附件六。
4. Operational guidance: Information needed to support clinical
trials of herbal products, WHO, 2005 (15)
此規範為草藥臨床試驗審查指引。由於先前已有豐富的人體
使用經驗，草藥臨床試驗一般不需從健康自願者的第一期開
始做，但直接做第三期確認療效的研究常招致失敗。理由都
是試驗所有的劑量是非最佳劑量(suboptimal dose)。只因安全
卻沒有療效資料，貿然進行有對照組的大型第三期臨床試驗
是不合適的。應先請教統計專家，以足夠樣本數進行尋找最
佳劑量的第二期臨床試驗。進行尋找最佳劑量的第二期臨床
試驗，提高劑量時，要同時注意毒性反應。當第二期臨床試
驗的結果，找到可供臨床使用的最佳劑量時，便可同意進行
第三期確認療效的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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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洲檢驗藥品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1. ICH-GCP(16)
完全依照 I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國際法規協合會) 1996 年制定的內容。
ICH 由歐盟、美國、日本三地區之醫藥主管機關及產業
界共七單位組成，目的在協調建立世界性的藥物規範，避免因
不同國家不同的要求，進行眾多的試驗，造成新藥發展緩慢，
成本增加。
ICH-GCP 不論在名詞解釋及各項章節的說明都極為詳
盡，有鑑於各國 GCP 法規均朝向與 ICH-GCP 一致化的方向修
訂，收錄譯文如附件七。
2. Procedure for conducting GCP inspections requested by the
EMEA , 2007(17)
為歐盟查核的作業模式。流程如下：
(1) 簡報：
介紹在場人員(查核者及受查核者)、說明查核的法規依
據、簡介查核程序、確認受查核人在受查核計畫的角色、確
認查核資料、確認總結會議的時間等。
(2) 收集資料：
根據查核計畫仔細的查閱文件，在查核過程中亦可依狀
況調整查核計畫。所收集的資料必須來自直接取得、面談或
觀察到的行為。若過程中依法收集資料遭拒，如影印，必須
將這種情況記錄下來。
(3) 查核紀錄：
查核過程中的觀察結果均需記錄下來，必要時影印相關
文件作為佐證。查核員必須核對所收集的資料確定那些項目
是違反法規或品質不佳的問題。查核員必須確認文件紀錄用
語清楚易懂的。所有紀錄均需標示違反那條法規。
(4) 總結會議：
把收集的到資料向受查核者報告，並確定查核的結果雙
方都能了解。
(三)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1. GCP
美國法規並未明確標示為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而是涵蓋在
聯邦法規中。45 CFR Part 46(18) 衛生福利部採用的法規，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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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的保護，包括 IRB 的組成，研究員、試驗委託者的責任
等臨床試驗需遵守的規範。21 CFR Part 56(19)為 FDA 採用的聯
邦法規，內容在規範 IRB 的操作規定。
2. 新藥臨床試驗審查(Investigationl New Drug, IND)
聯邦法規 21 CFR Part 312(20)，送審後 30 天內若無收到審
查意見，IRB 同意後即可執行，因審查效率為各國法規的榜樣。
3. 傳統醫學
2004 年公告「植物藥產品審查準則」Guidance for Industry on
Botanical Drug Products (21)強調植物藥品因為已有長期的人體
使用經驗，有效化學成分不清楚是可以被接受的，不一定要進
一步純化。植物藥進入美國市場有二途徑，一為 IND 或是成藥
系統。雖然長期人體使用經驗可以適度減免臨床試驗前的動物
藥理、毒理試驗，但上市前對臨床試驗安全性、療效的標準仍
應與西藥相同。然而，做為食品補充劑不由 FDA 管理，由國會
立 法 管 理 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DSHEA)(22)，許多歐洲植物處方藥只要不宣稱療效，都可在美
國作為食品補充劑販賣銷售，例如銀杏。
(四) 日 本 厚 生 勞 動 省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MHLW)：
1. GCP
2007 年公佈 Basic principles on Global Clinical Trials(23)，以
12 條問答題解釋參與國際臨床試驗應注意的事項，目的在鼓勵
日本參與全球藥物開發及執行全球性的臨床試驗。
2. IND
MHLW(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和美國 FDA、
韓國 KFDA 一樣，30 天內若沒收到 MHLW 之意見，則表示同
意，之後再送 IRB 審查。目前藥物延遲(drug lag)問題嚴重，跨
國臨床試驗案僅有韓國、台灣、印度等國的 1/10。MHLW 正進
行法規修訂，希望能縮短臨床試驗和藥品上市的時間。
(五)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FDA)：
1. GCP
1999 年頒佈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範，2003 年國家食品藥品
監 督 管 理 局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FDA) 以
ICH-GCP 為基礎，修訂為「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理規範」(24)，
與國際法規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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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D
1985 年頒佈「新藥審批辦法」
，對於新藥臨床試驗提出具體
嚴格的要求。2007 年已重新修訂改名為「藥品註 册管理辦法」
(25)。
3. 傳統醫學
為了使中藥新藥臨床研究能依照「藥品註册管理辦法」執
行，故著手製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6)至今共三輯，
累計 221 種疾病，對於診斷標準、納入排除標準、檢驗數據及
療效判定標準作了詳細的規範。惟中醫臨床試驗，採用西醫的
病名，與中醫強調的證型似有出入，也是近年來討論的問題。
2011 年新訂「中藥、天然藥物治療冠心病心絞痛臨床研究技術
指導原則」(27)，及「中藥、天然藥物治療女性更年期綜合證臨
床研究技術指導原則」(28)。
(六) 韓國(kore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KFDA)：
1. GCP
狀況和臺灣類似，基於臨床試驗的時效性，衛生主管機關
KFDA 討論法規修訂並著手健全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的功能。1995 年頒佈 Korean Good Clinical
Practice(KGCP)，要求臨床試驗要經由 IRB 審查並持續稽核。
2001 年以 ICH-GCP 為基礎下，修訂 KGCP 以期將 IRBs 提升至
國際水準。
2. IND
KFDA 對於新藥臨床試驗審查，過去是採取和 IRB 平行送
審的方式，可以和審查員有 1 至 2 次非正式的會談，確保送審
資料符合 KFDA 需求。和美國 FDA 一樣，30 天內若沒收到意
見，則表示可以進行。在 2009 年後，對於和 ICH 區域內(美國、
歐盟、日本)的多國臨床試驗 IND 審查制度修訂為 CTN(Clinical
Trial Notification)系統，即先由 IRB 審查，同意後再向 KFDA 報
備。如此一來，更縮短韓國的臨床試驗開始執行的時間，更可
爭取臨床試驗的件數。
3. 傳統醫學(韓醫)
對於傳統醫學相當有企圖心。韓方醫療處(Oriental Medicine
Bureau)（相當於我們的中醫藥委員會）
，每年提供 65 億韓幣的
研究經費，支持 12-15 個主題研究計畫，對於理論基礎到單味藥、
複方的研究。對於 11 本古典醫書上所載處方，毋需作臨床試驗
即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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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國
衛生署藥政處在 1986 年公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8)，
並於 2002 年參考 ICH-GCP 修訂，共 232 條。後又經 2005 年 1 月
6 日修正，稱之為「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9)共 123 條。內容
與 ICH-GCP 一致。
2011 年 12 月 28 日頒佈人體研究法(29)，與先前行政院衛生署
所公佈的相關法規不同之處在於本法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並載有
罰責，法律位階比先前行政命令都高，對受試者權益的保障及建
立相關研究的管理制度提供了健全的法律基礎，本法案的通過對
於國內人體研究來說實屬劃時代的里程碑，相信也會提升研究的
品質。
「人體研究法」公佈後，「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要何去何
從？或者二者如何區別？首先要釐清的是，
「人體研究」的範疇大
於醫療法所定義的「人體試驗」，「人體試驗」又大於藥事法所提
及之「臨床試驗」
。但人體研究法屬普通法，也就是其他法規有特
別規定者，從其規定。例如：若研究屬於醫療法所定義之人體試
驗就適用醫療法的規定；屬藥事法的臨床試驗，就適用藥品優良
臨床試驗準則的規定。
主要差異表列如下：
人體研究法
主管機關
立法目的
管轄範圍
審查會

審查會的組成

研究主持人所屬研究機構
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如：教育部、衛生署等
保障研究對象的權益
人體研究
機構內審查會或任一審查
會，多中心計畫得共同約定
審查會
應置委員五人以上(含法律
專家及其他社會公正人
士)；研究機構以外人士應
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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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食品藥物管理局
資料之可信度、受試者權益
藥物臨床試驗
未明定
組成及運作，應符合主管機
關公告之規定。
如：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
會組織及作業基準(第 6 條)
委員七人至二十一人，應有
三分之一以上為法律專
家、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社
會公正人士。二人以上為非

人體研究法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試驗機構內之人員，不得全
部為單一性別。

一般程序
審查程序
簡易程序
免審程序
意思能力之成年人、特殊人
口群、限制行為能力、無行
研究對象
為能力、胎兒、屍體、原住
民
主管機關公告辦理
得免取得同意
(101.07.05 行政院衛生署衛
署醫字第 1010265075 號)
研究機構負監督之責
審查會每年查核
研究計畫之管理
於發現重大違失時，應令其
中止或終止研究。
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
審查會，並公布其結果。
得委託民間專業機構、團體
查核審查會
辦理。
未經查核通過者，不得審查
研究計畫。
研究材料的保存 第 19 條
試驗主持人、試
未訂
驗委託者的職責
第五章(第五、八、九、十
條)：
試驗主持人偷做、審查會沒
罰責
做好、知情同意沒做好、研
究未監督、妨礙查核、研究
人員洩密

未訂
參加臨床試驗而接受試驗
藥品或對照藥品之個人、限
制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
未訂

審查會定期評估至少每年
一次。

未訂

未訂
第四章、第五章

未訂

102 年 8 月 8 日食品藥物管理署修訂「藥品臨床試驗 GCP 查
核紀錄表」(30)，將舊版第 IV 項、人體試驗委員會和第 V 項、受
試者同意書回歸到查核紀錄表的項目中，並新增第 IV 項、嚴重不
良反應通報。本年度查核作業即使用修訂後的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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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
綜上，近年來各國為了爭取執行臨床試驗，均修訂法規朝向與
國際法規一致化(ICH-GCP)的方向。雖然各國 GCP 制定或早或晚，
或快或慢，或各有其背景因素。但 GCP 就是 GCP，放諸四海都是
相同，只是在各國的文化及社經背景下，會有落實程度的差異，
也不因中藥、西藥有所區別。
衛生主管機關對於新藥臨床試驗(IND)的審查期限也都儘可能
的縮短，以爭取臨床試驗的時效性。查核的規定均同，不論是稽
核、訪察、監視均是確認文件紀錄與計畫書的要求一致，不同的
是執行單位的身分問題。查核由主管機關依法規要求執行；稽核
由與執行臨床試驗無關的第三者來執行；監視由執行臨床試驗的
單位執行。
二、辦理 3 場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說明會(如附件十)
8 月 5 日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舉行、8 月 7 日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舉
行、8 月 9 日義大醫院於舉行，參加人數約 140 人。
課程滿意度由低至高，以 1 至 5 評分，結果三堂課程「中醫藥研究成果
介紹」
、「GCP 查核的介紹」及「中醫藥研究的倫理審查」滿意和非常滿意
均達 96%。
三、查核作業
五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的查核結果如附件八。每家中心的資料均包
括計畫簡報及查核紀錄彙整表。
各中心因中醫藥委員會歷年補助研究成果，進而吸引廠商投資相關研究
計畫成效如下：
(一) 成大醫院：
1. 改善代謝症候群暨調降血糖之中草藥輔助產品研發
2. 抗疲勞或預防癌症發生之中草藥輔助產品研發
3. 中草藥保健化妝品研發
(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 懷特血寶（黃耆萃取物）治療出血性中風臨床試驗
2. 懷特血寶在全國十大中風中心進行治療急性梗塞性中風臨床試
驗 Phase II
(三)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 雪樟芝輔助改善 C 型肝炎之十二週隨機雙盲安慰劑控制式臨床
試驗
2. 草本複方外用凝膠改善關節炎症狀之人體試驗
3. 保健食品 Domilex 輔助改善類風濕性關節炎之人體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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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樟芝輔助改善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有效性與安全性－一項為
期十二週、隨機、雙盲、安慰劑、控制式臨床試驗
5. 丹參複方食品附加西藥於台灣原發性高血壓病患之有效性與耐
受性－ 十二週之隨機、雙盲、安慰劑控制式臨床試驗
(四) 長庚紀念醫院：
91-102 年，共執行 38 件臨床試驗案，其中有 2 件查驗登記案：
1. 中藥膠布對上肢肌腱炎之療效評估(91-92 年)
2. 能量水對體能改善評估(長庚生技委託案)：已完成六人的初步
試驗。
3. 清心蓮子飲結合西藥治療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92-93 年)。
4. 「糖尿病陰虛證患者單一核 苷酸多樣性之分析」(92 年-95 年)
5. 整合型 SNP 計畫:糖尿病陰虛證患者單一核 苷酸多樣性之分析
(92-94 年)
6. 過敏性鼻炎針刺治療前後之微陣列分析 (93 年)。
7. 心臟衰竭患者左心室功能與脈波圖之相關性分析(93 年)。
8. 順 天 生 技 SB221 對 高 血 壓 患 者 之 新 藥 研 究 案 。 (93/11 ～
95/12/25)。
9. 「過敏性鼻炎中醫治療前後之寡核酸晶片分析」三年期(94/12/1
～98/8/31)
10. 耳穴貼壓對原發性失眠的療效評估案(94/11～96/12)
11. 血府逐瘀湯輔助治療病毒性肝炎肝纖維化之研究(95/1～96/12)
12. 咽喉癌患者放射合併化學治療後之中藥輔助療法療效評估-以
生活品質量表(95/1-96/12)
13. 「經穴電療鞋治療下背痛」查驗登記用新醫療器材臨床試驗案
14. 中藥複方 LC 對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療效評估之隨機雙盲臨床
試驗（96/11/01-100/10/31）
15. 中醫舌診多媒體資料庫系統之研究與建置 2-2（96/05/01～
97/04/30）
16. 「第二期隨機取樣試驗比較復發或遠處轉移的頭頸部鱗狀細
胞癌病患接受緩解性化學治療或緩解性化學治療加傳統中醫
輔助治療的臨床比較研究」（96/01/01-98/12/31）
17. 「乳癌病患進行化學治療中合併中藥複方當歸六黃湯對血球
影響及生活品質改善之隨機雙盲研究」
（96/01/01-98/12/31）
18. 中醫脈診儀隊紅斑性狼瘡患居家照護可行性研究（2-1）
（97/03
－98/12）
19. 建立正常人脈象資料庫之常模分析研究 （2-2）
（97.03－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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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 醫 切 診 特 定 壓 痛 點 與 憂 鬱 症 嚴 重 程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96/09/01-97/03/01）
21. 艾灸對憂鬱症診療之評估與大腦血清素轉運體影像之研究
（97/7/1-100/6/30）
22. 阻 塞 性 睡 眠 呼 吸 中 止 症 候 群 患 者 之 語 音 分 析
（97/10/21-98/01/06）
23. 過 敏 性 鼻 炎 穴 位 敷 貼 與 針 刺 治 療 前 後 之 寡 核 酸 晶 片 分 析
（98//09/01-100/08/31）
24. 「清暑益氣湯對接受第一線化療與第二線標靶治療之晚期非
小細胞肺癌病患的免疫變異調控之研究：對類髓抑制細胞, CD4
(Th1 和 Th2), CD8, Treg 淋巴球, NK 細胞與單核細胞的影響」
（98/06/17-100/06/16）
25. 茵陳蒿湯治療肥胖型脂肪肝之隨機、雙盲先導性臨床試驗計畫
（100/01/01-101/08/30）
26. 中醫體質分類與心血管疾病相關性之研究（101/04/15-101/12/15）
27. 以中醫體質量表評估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患者接受持
續性氣道正壓通氣治療前後之療效（100/3/15～102/4/30）
28. 睡眠呼吸中止症就診中醫藥治療者之體質及心血管疾病風險
評估（100/07/13～102/07/12）
29. 紅斑性狼瘡患者中醫辨證與甲褶微血管影像之相關性分析
（101/03/16-102/03/15）
30. 青黛油萃劑外用治療乾癬的效果和安全性評估：劑量的決定
(1/2)（101/7/1~102/6/30）
31. 茵陳蒿湯加紅麴膠囊治療肥胖患者脂肪肝之隨機雙盲臨床試
驗計畫（101/05/10-103/05/1）
32. CTC101-05 針灸治療乳癌術後單側上肢慢性淋巴水腫療效評
估（101/10/11-102/08/19）
33. 神 秘 湯 治 療 亞 急 性 咳 嗽 之 隨 機 雙 盲 對 照 臨 床 試 驗
（102-04/18-103/04/18）
34. 免疫風濕疾病之中西醫結合診斷與治療（101/03/1 ~ 102/12/31）
35. 建 立 中 醫 臨 床 常 見 脈 之 典 型 脈 波 圖 共 識 及 分 析 模 式
（101/12/18-102/12/03）
36. 中西醫診療資訊相關度研究及應用於中西醫整合健檢服務項
目（101/03/1 ~ 102/12/31）
37. 中藥複方 SS-1 對乾燥症之隨機雙盲臨床試驗及其作用機轉之
研究（102 /07 /01 ～104 /06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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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紅斑性狼瘡常見症狀與中醫證型之探討（102/09/06-103/09/05）
為避免因為每年評分標準不一，分數高低造成誤導。年度試驗
中心的查核成果，於檢討會議中以排序的方式做最後的總評，不列分
數。提供中醫藥委員會作為下年度補助的參考。
查核結果確認會議參加委員名單如附件九。會上委員就各中心的
研發成果、軟、硬體考量，對各家中心的表現狀況排序依次為：長庚
紀念醫院、成大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義大醫院。
五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查核結果如下表：
中心/計畫

結果

 試驗中心集中，軟硬體管理完善，
1. 成大醫院
累積多年經驗，已穩定成長。每年
 評估天麻鉤藤飲對高血壓病患之
進行二件試驗，穩定發展。
療效─隨機分派性臨床試驗
 評估加味逍遙散對失眠症病患之  濕度記錄器於 6-7 月份有波動現
象，宜有管理機制及相關處置之
療效─雙盲、安慰劑對照性臨床試
SOP。
驗
 實驗室診斷數據轉錄到 case report
form 雖有核對，宜有核對者簽名以
示負責。
 應在納入/排除標準確認後再進行
隨機分派，宜改進。
2. 義大醫院
 臨床中心硬體及空間均用心規
 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及預
劃，只是尚有可努力進步之處。執
防復發的效果
行之理中湯研究計畫至 8 月才啓
動，進度落後。收案 8 人之相關資
料如同意書、visit 1 等尚完整。資
料也妥善加鎖管理。
 中心若與校內外合作中醫藥研究
案，應登錄為中心之業績。
 藥品儲存櫃的溫濕度監測發現濕
度浮動較大，宜找出原因，維持穩
定。
 病人領藥回家，宜設計服藥紀錄
表，依時登錄，以確認醫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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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計畫

結果

 符合審查標準，且多已依 SOP 執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行。
 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
萸湯對胃食道逆流疾病之療效評  某些作業細節應可建置標準作業
流程，可於未來 SOP 修訂時增修。
估
例如：舉行主持人會議等。
 建議往後檢附外部機構參訪次數
資料。
 建議安排參訪中醫藥臨床試驗相
關機構。
 考量日後被美國 FDA 查核的可能
性，電子病歷應符合相關的要求條
件。
 建議藥品儲存室須有自動溫溼度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計及警報設備。
 六味地黃丸改善骨關節炎症狀之
人體試驗－一項為期八週之隨機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若有獨立空間
會更理想。
雙盲安慰劑對照式臨床試驗
 酸棗仁湯及天王補心丹治療失眠  同意書說明及簽署地點，應有 SOP
以遵循。
之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式
 睡眠量表由受試者自行填寫，信效
臨床試驗
度無法確認。
 病歷記錄格式中應避免填寫不必
要的資訊及註記。
 主持人簡報提及知曉 block size 事
5. 長庚紀念醫院
 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
宜，恐造成 Double-Blind 不易落
盲對照臨床試驗
實，應注意。
 依病歷，有幾例受試者似不符納入
條件，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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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各國為了爭取執行臨床試驗，均修訂法規朝向與國際法規一致化的方
向。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CP)不因中藥、西藥有所區別。
二、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經過這幾年的運作，大致已趨穩定。各中
心領導人對臨床試驗的 GCP 觀念已建立，也都知道要做那些事情。但
因實際執行的人員(研究經理或研究助理)變動頻繁，以致經驗無法傳
承。執行面缺失仍然依舊，進步幅度有限。
三、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不甚重視本查核作業，查核結果不論優劣，
對下一年度補助款影響不大。無鼓勵也無懲罰。
四、實際執行中藥新藥臨床試驗的人員變動頻繁，肇因於產業界遲疑不敢
投入大量資金研發，僅靠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之少許研究經費，研究
能量有限。前主委曾提出要求中藥進行療效再確認，以增加產業界投
入的動機。但至今未能實施。
五、和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溝通時，大部分皆認為是現在大環境下，
中醫臨床試驗仍不熱絡，主要是法規誘因不足，廠商不願投資，倚賴
中醫藥委員會補助款維持所致。如何建立法規誘因，是能讓中藥新藥
臨床試驗繼續推動的主要關鍵。
六、中藥新藥臨床試驗 GCP 查核常見缺失與改進方式如下：
常見缺失：
(一) 藥品保存環境溫、溼度控制不佳
(二) 試驗資料機密性的保護不夠周全
(三) 試驗計畫書不夠詳實
(四) 個案報告表設計與計畫書不符，數據與與原始資料不符，修改
時不符 SOP
(五) 檢驗單位未經認證，檢驗數值可信度不足
(六) 不當解盲，破壞雙盲設計
改進方式：
執行臨床試驗一定會有需要檢討的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完
整詳實的試驗計畫書，每個執行步驟都有操作性定義，以確保實驗品
質的一致性，執行期間不定期接受監督(monitor)，以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此外加上與試驗無關第三者的稽核(audit)，提供客觀的評估，這些均須
依靠有經驗的團隊來執行。一般而言，有新藥品上市需求時，藥廠會
提供資源協助完成，若是一般研究型臨床試驗或是政府預算補助的經
費，很難進行一個符合 GCP 的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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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藥新藥臨床試驗水準以符合 GCP 之
查核作業
郭英調
臺北榮民總醫院

摘

要

國內多家醫院，經過衛生福利部多年努力推動及國內學者專家的協助下，已
陸續成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
。102 年度共有五家醫院獲得補助。包括：成
大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長庚醫院。
為了解及提升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的執行狀況與運作品質，衛生福利部委託執
行本查核計畫。
本查核計畫在實地查核前先召開共識說明會。各查核委員對查核目標、方向
及「查核紀錄表」的評分標準獲得共識同時亦查核執行中的 7 件中藥臨床試驗計
畫。排定時間及委員後，分別至各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進行查核。全部
查核結束後再召開查核結果確認會議。除查核委員說明查核時的所見所聞以外，
對各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及其臨床試驗的執行情形進行確認，以避免個
人差異。
評定會議時，考量為避免因為每年評分標準不一，分數高低造成誤導，會中
委員一致同意，本年度試驗中心的查核成果，以排序的方式做最後的總評，不列
分數。
關鍵詞：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查核、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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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 Inspection on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Benjamin Kuo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inspection for enforcement of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compliance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The definition of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is “A standard for the design, conduct,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uditing,
recording, analyses, and reporting of clinical trials that provides assurance that the data
and reported results are credible and accurate, and that the rights, integrity , and
confidentiality of trial subjects are protected.”. And the definition of inspection is
given as “The act by a regulatory authority(ies) of conducting an official review of
documents, facilities, records, and any other resources that are deemed by the
authority(ies) to be related to the clinical trial and that may be located at the site of the
trial, at the sponsor’s and/or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CRO’s) facilities, or at
other establishments deemed appropriate by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ies).” This project
is to execute the GCP inspection on 5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s which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All 5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s which received suppor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have been visited after consensus has been made by
all inspectors. There are 7 projects have been inspected. The result has been reviewed
and confirmed in confirmation meeting after all data collected.
The sequence of superiority of each research centers was determined in the
confirmation meeting. The result was submit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Keywords: GCRC, inspection, 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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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西藥長年使用後發現了各種副作用，使得世界各國開始流
行醫藥養生之回歸自然，並蔚為風尚。中藥為我國國粹，及先賢們數千年
來和疾病戰鬥中累積的經驗，藥性溫和、副作用少，若能透過現代科學的
驗證，逐步開掘這塊寶藏，將為我國中藥產業帶來無限的商機。中醫藥委
員會亦公告修正「中藥新藥查驗登記須知」；（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廿日
衛署中會字第 88057924 號）。(參考資料 1-10)
行政院的「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方案」所列舉之優先發展產業中包括科
學化中藥、建立中草藥開發模式；
「建立我國完整生物技術醫療周邊設備」、
「設置新藥臨床試驗體系與運作機制」
，以促進我國製藥品研發，及建立台
灣成為「亞太臨床試驗中心」。
有鑑於此，為了提供優良環境來執行中藥新藥的臨床試驗，衛生福利
部從 90 年起補助成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今年 102 年度有 5 家教
學醫學獲得補助，包括：成大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長庚醫院。
衛生署在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六日衛署藥字第 0930338510 號公告之「藥
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中，對過去不清楚的部份，有許多新規定，應藉查
核時提醒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注意。(參考資料 11)
除了設立中心外，衛生福利部也委託台北榮民總醫院郭英調醫師執行
查核計畫，針對這 5 家獲得中醫藥委員會補助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
及執行中的 7 件中藥臨床試驗計畫進行查核，主要是以監督中藥臨床試驗
環境及相關設施，促使各臨床試驗中心能建立中藥藥品研發階段臨床試驗
之工作手冊及標準作業流程(SOP)，以確認中心執行計畫時能符合「藥品優
良臨床試驗準則」。
各醫院內成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工作內容包括：維護臨床試
驗中心軟硬體設施、人員設施，以及臨床試驗標準作業流程之制定，而各
中心均可接受業界之委託，進行中藥臨床試驗。目前 5 家中心平均分佈於
北中南三區，以達資源共享、區域均衡為目的，相信在各中藥新藥臨床試
驗中心不斷努力下，必可提升我國中草藥生技產業水準，讓中草藥產品達
到現代化及國際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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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施行範圍
對 102 年度獲得中醫藥委員會補助成立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進行
查核。包括：成大醫院、義大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及長庚醫院，共 5 家。彙整主要國際衛生組織，如歐洲檢驗藥
品局(EME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及世界衛生組織(WHO)之新修訂
有關 GCP 規範及美日中韓相關法規並辦理北中南 3 場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
說明會。
二、執行期限
本計畫執行期限為 102 年 2 月 25 日至 102 年 12 月 15 日。
三、流程
(一) 收集相關更新法規
上網收集資料，調查各國或國際衛生組織有關 GCP 準則或臨
床試驗環境，以中藥為主，今年是否有新頒佈或更新。以關鍵字
美國：botanical、herbal，歐盟：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al Product、
herbal，日本：漢方，中國大陸：中藥，韓國：韓醫、韓方。
(二) 辦理 3 場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說明會
1. 擬定說明會內容，考量現今臨床試驗的需要，講題：
中醫藥研究成果介紹、GCP 查核的介紹、中醫藥研究之倫
理審查。
2. 商借研討會場地：經聯絡後敲定場次如下，
8 月 5 日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舉行。
8 月 7 日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舉行。
8 月 9 日於義大醫院舉行
3. 邀請講師
邀請獲得中藥新藥許可證的「化療漾」和「壽美降脂一號」
的研發負責人分享中藥研發的經驗及醫藥品查驗中心劉文婷經
理介紹 GCP 查核應注意事項。
4. 教育訓練學分
為鼓勵從事中醫藥研究之醫事人員參與環境說明會，故向
各相關公會學會申請中、西醫師、護理師、藥師繼續教育學分
各 2-3 積分不等。會後並發給與會人員 3 小時訓練證明書，以作
為後續研究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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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核作業
1. 召開共識會議
102 年 4 月 9 日於中醫藥委員會召開共識說明會。會中與所
有查核委員取得共識，確認查核方向及重點，並討論「查核記
錄表」中的評分標準。會中並決定同時對執行中的 7 件中藥臨
床試驗計畫進行查核，查核前確定查核計畫表，以加速查核進
行。共識會議紀錄、查核記錄表、GCP 查核紀錄表，如附件一、
二、三。
2. 進行實地查核
查核小組成員依時程表到國內五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
心」進行查核作業。進行查核之標準作業程序如附件四。包括
試驗中心簡報與訪談 30 分鐘、查核相關資料 2 小時、查核結果
回應 20-30 分鐘。查核紀錄以當場完成為原則。
查核流程圖

GCP 查核小組到場

控管中途進出人員

召集人
確定在場人員身分
(5 分鐘)

清場
介紹查核小組

簡報後可先行離場

試驗主持人
進行臨床試驗簡報
(15-30 分鐘)

非查核小組自我介紹
確定可在場人員

GCP 查核小組
進行實地查核作業
(2 小時)

請試驗主查人列席

查核結果報告與討論
(15-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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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只做事實陳
述，不多做解釋。

查核委員及時程表如下，
中心/計畫

日期時間
1. 成大醫院
9 月 18 日
評估天麻鉤藤飲對高血壓病患之療效─ 9:00
隨機分派性臨床試驗
評估加味逍遙散對失眠症病患之療效─
雙盲、安慰劑對照性臨床試驗
9 月 18 日
2. 義大醫院
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及預防復發 14:00
的效果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9 月 20 日
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萸湯 14:00
對胃食道逆流疾病之療效評估
10 月 2 日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六味地黃丸改善骨關節炎症狀之人體試 9:00
驗－一項為期八週之隨機雙盲安慰劑對
照式臨床試驗
酸棗仁湯及天王補心丹治療失眠之多中
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式臨床試驗
10 月 2 日
5. 長庚紀念醫院
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對照 14:00
臨床試驗

查核委員
劉正雄委員
李世昌委員

劉正雄委員
李世昌委員
賴榮年委員
白 璐委員
謝慶良委員
李世昌委員

劉永慶委員
李世昌委員

3. 召開查核結果確認會議
查核結果確認會議，在全部實地查核結束後，於 102 年 10
月 29 日在中醫藥委員會舉行。除實地查核委員說明查核時的所
見所聞以外，對五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及 7 件臨床試
驗的執行情形進行確認，以避免個人差異。
先簡報每家中心的運作情形後，由實地查核委員說明查核
情形，並討論發現的情況後，由所有委員對五家「中藥新藥臨
床試驗中心」及 7 件臨床試驗的執行情形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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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收集新修訂法規
(一)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1. Guidelines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for trials o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1995(12)
世界衛生組織對於藥品臨床試驗已制定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GCP）
，對執行人體生物醫學研究時，建立全球適用的標準。
不少國家沒有制定臨床試驗的相關法規。這些國家在進行臨
床試驗時，衛生行政部門可參考使用世界衛生組織 GCP 的準
則，教育性質為重。譯文參見附件五。
2.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Ethics Committees That Review
Biomedical Research, 2000(13)
所有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生物醫學研究必須遵守國際法規，倫
理和科學審查，同時需要知情同意。本規範為倫理委員會的
操作指引，以促進，支持和保證國際上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
查的品質。規範中提及倫理委員會的角色及組成，並詳細的
說明申請審查的方式及、審查程序，加上會議決定過程，以
及後續程序和文件。
3. General guidelines for methodologies 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WHO, 2000 (14)
此規範為傳統醫學研究指引包括草藥品質及毒性確認、研究
設計、倫理考量、生活品質、宣稱療效與所需之證明。譯文
參見附件六。
4. Operational guidance: Information needed to support clinical
trials of herbal products, WHO, 2005 (15)
此規範為草藥臨床試驗審查指引。由於先前已有豐富的人體
使用經驗，草藥臨床試驗一般不需從健康自願者的第一期開
始做，但直接做第三期確認療效的研究常招致失敗。理由都
是試驗所有的劑量是非最佳劑量(suboptimal dose)。只因安全
卻沒有療效資料，貿然進行有對照組的大型第三期臨床試驗
是不合適的。應先請教統計專家，以足夠樣本數進行尋找最
佳劑量的第二期臨床試驗。進行尋找最佳劑量的第二期臨床
試驗，提高劑量時，要同時注意毒性反應。當第二期臨床試
驗的結果，找到可供臨床使用的最佳劑量時，便可同意進行
第三期確認療效的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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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洲檢驗藥品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1. ICH-GCP(16)
完全依照 I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國際法規協合會) 1996 年制定的內容。
ICH 由歐盟、美國、日本三地區之醫藥主管機關及產業
界共七單位組成，目的在協調建立世界性的藥物規範，避免因
不同國家不同的要求，進行眾多的試驗，造成新藥發展緩慢，
成本增加。
ICH-GCP 不論在名詞解釋及各項章節的說明都極為詳
盡，有鑑於各國 GCP 法規均朝向與 ICH-GCP 一致化的方向修
訂，收錄譯文如附件七。
2. Procedure for conducting GCP inspections requested by the
EMEA , 2007(17)
為歐盟查核的作業模式。流程如下：
(1) 簡報：
介紹在場人員(查核者及受查核者)、說明查核的法規依
據、簡介查核程序、確認受查核人在受查核計畫的角色、確
認查核資料、確認總結會議的時間等。
(2) 收集資料：
根據查核計畫仔細的查閱文件，在查核過程中亦可依狀
況調整查核計畫。所收集的資料必須來自直接取得、面談或
觀察到的行為。若過程中依法收集資料遭拒，如影印，必須
將這種情況記錄下來。
(3) 查核紀錄：
查核過程中的觀察結果均需記錄下來，必要時影印相關
文件作為佐證。查核員必須核對所收集的資料確定那些項目
是違反法規或品質不佳的問題。查核員必須確認文件紀錄用
語清楚易懂的。所有紀錄均需標示違反那條法規。
(4) 總結會議：
把收集的到資料向受查核者報告，並確定查核的結果雙
方都能了解。
(三)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1. GCP
美國法規並未明確標示為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而是涵蓋在
聯邦法規中。45 CFR Part 46(18) 衛生福利部採用的法規，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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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的保護，包括 IRB 的組成，研究員、試驗委託者的責任
等臨床試驗需遵守的規範。21 CFR Part 56(19)為 FDA 採用的聯
邦法規，內容在規範 IRB 的操作規定。
2. 新藥臨床試驗審查(Investigationl New Drug, IND)
聯邦法規 21 CFR Part 312(20)，送審後 30 天內若無收到審
查意見，IRB 同意後即可執行，因審查效率為各國法規的榜樣。
3. 傳統醫學
2004 年公告「植物藥產品審查準則」Guidance for Industry on
Botanical Drug Products (21)強調植物藥品因為已有長期的人體
使用經驗，有效化學成分不清楚是可以被接受的，不一定要進
一步純化。植物藥進入美國市場有二途徑，一為 IND 或是成藥
系統。雖然長期人體使用經驗可以適度減免臨床試驗前的動物
藥理、毒理試驗，但上市前對臨床試驗安全性、療效的標準仍
應與西藥相同。然而，做為食品補充劑不由 FDA 管理，由國會
立 法 管 理 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DSHEA)(22)，許多歐洲植物處方藥只要不宣稱療效，都可在美
國作為食品補充劑販賣銷售，例如銀杏。
(四) 日 本 厚 生 勞 動 省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MHLW)：
1. GCP
2007 年公佈 Basic principles on Global Clinical Trials(23)，以
12 條問答題解釋參與國際臨床試驗應注意的事項，目的在鼓勵
日本參與全球藥物開發及執行全球性的臨床試驗。
2. IND
MHLW(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和美國 FDA、
韓國 KFDA 一樣，30 天內若沒收到 MHLW 之意見，則表示同
意，之後再送 IRB 審查。目前藥物延遲(drug lag)問題嚴重，跨
國臨床試驗案僅有韓國、台灣、印度等國的 1/10。MHLW 正進
行法規修訂，希望能縮短臨床試驗和藥品上市的時間。
(五) 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FDA)：
1. GCP
1999 年頒佈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範，2003 年國家食品藥品
監 督 管 理 局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FDA) 以
ICH-GCP 為基礎，修訂為「藥物臨床試驗品質管理規範」(24)，
與國際法規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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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D
1985 年頒佈「新藥審批辦法」
，對於新藥臨床試驗提出具體
嚴格的要求。2007 年已重新修訂改名為「藥品註 册管理辦法」
(25)。
3. 傳統醫學
為了使中藥新藥臨床研究能依照「藥品註册管理辦法」執
行，故著手製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6)至今共三輯，
累計 221 種疾病，對於診斷標準、納入排除標準、檢驗數據及
療效判定標準作了詳細的規範。惟中醫臨床試驗，採用西醫的
病名，與中醫強調的證型似有出入，也是近年來討論的問題。
2011 年新訂「中藥、天然藥物治療冠心病心絞痛臨床研究技術
指導原則」(27)，及「中藥、天然藥物治療女性更年期綜合證臨
床研究技術指導原則」(28)。
(六) 韓國(kore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KFDA)：
1. GCP
狀況和臺灣類似，基於臨床試驗的時效性，衛生主管機關
KFDA 討論法規修訂並著手健全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的功能。1995 年頒佈 Korean Good Clinical
Practice(KGCP)，要求臨床試驗要經由 IRB 審查並持續稽核。
2001 年以 ICH-GCP 為基礎下，修訂 KGCP 以期將 IRBs 提升至
國際水準。
2. IND
KFDA 對於新藥臨床試驗審查，過去是採取和 IRB 平行送
審的方式，可以和審查員有 1 至 2 次非正式的會談，確保送審
資料符合 KFDA 需求。和美國 FDA 一樣，30 天內若沒收到意
見，則表示可以進行。在 2009 年後，對於和 ICH 區域內(美國、
歐盟、日本)的多國臨床試驗 IND 審查制度修訂為 CTN(Clinical
Trial Notification)系統，即先由 IRB 審查，同意後再向 KFDA 報
備。如此一來，更縮短韓國的臨床試驗開始執行的時間，更可
爭取臨床試驗的件數。
3. 傳統醫學(韓醫)
對於傳統醫學相當有企圖心。韓方醫療處(Oriental Medicine
Bureau)（相當於我們的中醫藥委員會）
，每年提供 65 億韓幣的
研究經費，支持 12-15 個主題研究計畫，對於理論基礎到單味藥、
複方的研究。對於 11 本古典醫書上所載處方，毋需作臨床試驗
即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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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國
衛生署藥政處在 1986 年公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8)，
並於 2002 年參考 ICH-GCP 修訂，共 232 條。後又經 2005 年 1 月
6 日修正，稱之為「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9)共 123 條。內容
與 ICH-GCP 一致。
2011 年 12 月 28 日頒佈人體研究法(29)，與先前行政院衛生署
所公佈的相關法規不同之處在於本法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並載有
罰責，法律位階比先前行政命令都高，對受試者權益的保障及建
立相關研究的管理制度提供了健全的法律基礎，本法案的通過對
於國內人體研究來說實屬劃時代的里程碑，相信也會提升研究的
品質。
「人體研究法」公佈後，「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要何去何
從？或者二者如何區別？首先要釐清的是，
「人體研究」的範疇大
於醫療法所定義的「人體試驗」，「人體試驗」又大於藥事法所提
及之「臨床試驗」
。但人體研究法屬普通法，也就是其他法規有特
別規定者，從其規定。例如：若研究屬於醫療法所定義之人體試
驗就適用醫療法的規定；屬藥事法的臨床試驗，就適用藥品優良
臨床試驗準則的規定。
主要差異表列如下：
人體研究法
主管機關
立法目的
管轄範圍
審查會

審查會的組成

研究主持人所屬研究機構
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如：教育部、衛生署等
保障研究對象的權益
人體研究
機構內審查會或任一審查
會，多中心計畫得共同約定
審查會
應置委員五人以上(含法律
專家及其他社會公正人
士)；研究機構以外人士應
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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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食品藥物管理局
資料之可信度、受試者權益
藥物臨床試驗
未明定
組成及運作，應符合主管機
關公告之規定。
如：醫療機構人體試驗委員
會組織及作業基準(第 6 條)
委員七人至二十一人，應有
三分之一以上為法律專
家、社會工作人員及其他社
會公正人士。二人以上為非

人體研究法

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
試驗機構內之人員，不得全
部為單一性別。

一般程序
審查程序
簡易程序
免審程序
意思能力之成年人、特殊人
口群、限制行為能力、無行
研究對象
為能力、胎兒、屍體、原住
民
主管機關公告辦理
得免取得同意
(101.07.05 行政院衛生署衛
署醫字第 1010265075 號)
研究機構負監督之責
審查會每年查核
研究計畫之管理
於發現重大違失時，應令其
中止或終止研究。
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查核
審查會，並公布其結果。
得委託民間專業機構、團體
查核審查會
辦理。
未經查核通過者，不得審查
研究計畫。
研究材料的保存 第 19 條
試驗主持人、試
未訂
驗委託者的職責
第五章(第五、八、九、十
條)：
試驗主持人偷做、審查會沒
罰責
做好、知情同意沒做好、研
究未監督、妨礙查核、研究
人員洩密

未訂
參加臨床試驗而接受試驗
藥品或對照藥品之個人、限
制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
未訂

審查會定期評估至少每年
一次。

未訂

未訂
第四章、第五章

未訂

102 年 8 月 8 日食品藥物管理署修訂「藥品臨床試驗 GCP 查
核紀錄表」(30)，將舊版第 IV 項、人體試驗委員會和第 V 項、受
試者同意書回歸到查核紀錄表的項目中，並新增第 IV 項、嚴重不
良反應通報。本年度查核作業即使用修訂後的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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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
綜上，近年來各國為了爭取執行臨床試驗，均修訂法規朝向與
國際法規一致化(ICH-GCP)的方向。雖然各國 GCP 制定或早或晚，
或快或慢，或各有其背景因素。但 GCP 就是 GCP，放諸四海都是
相同，只是在各國的文化及社經背景下，會有落實程度的差異，
也不因中藥、西藥有所區別。
衛生主管機關對於新藥臨床試驗(IND)的審查期限也都儘可能
的縮短，以爭取臨床試驗的時效性。查核的規定均同，不論是稽
核、訪察、監視均是確認文件紀錄與計畫書的要求一致，不同的
是執行單位的身分問題。查核由主管機關依法規要求執行；稽核
由與執行臨床試驗無關的第三者來執行；監視由執行臨床試驗的
單位執行。
二、辦理 3 場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說明會(如附件十)
8 月 5 日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舉行、8 月 7 日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舉
行、8 月 9 日義大醫院於舉行，參加人數約 140 人。
課程滿意度由低至高，以 1 至 5 評分，結果三堂課程「中醫藥研究成果
介紹」
、「GCP 查核的介紹」及「中醫藥研究的倫理審查」滿意和非常滿意
均達 96%。
三、查核作業
五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的查核結果如附件八。每家中心的資料均包
括計畫簡報及查核紀錄彙整表。
各中心因中醫藥委員會歷年補助研究成果，進而吸引廠商投資相關研究
計畫成效如下：
(一) 成大醫院：
1. 改善代謝症候群暨調降血糖之中草藥輔助產品研發
2. 抗疲勞或預防癌症發生之中草藥輔助產品研發
3. 中草藥保健化妝品研發
(二)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 懷特血寶（黃耆萃取物）治療出血性中風臨床試驗
2. 懷特血寶在全國十大中風中心進行治療急性梗塞性中風臨床試
驗 Phase II
(三)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1. 雪樟芝輔助改善 C 型肝炎之十二週隨機雙盲安慰劑控制式臨床
試驗
2. 草本複方外用凝膠改善關節炎症狀之人體試驗
3. 保健食品 Domilex 輔助改善類風濕性關節炎之人體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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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樟芝輔助改善類風濕性關節炎之有效性與安全性－一項為
期十二週、隨機、雙盲、安慰劑、控制式臨床試驗
5. 丹參複方食品附加西藥於台灣原發性高血壓病患之有效性與耐
受性－ 十二週之隨機、雙盲、安慰劑控制式臨床試驗
(四) 長庚紀念醫院：
91-102 年，共執行 38 件臨床試驗案，其中有 2 件查驗登記案：
1. 中藥膠布對上肢肌腱炎之療效評估(91-92 年)
2. 能量水對體能改善評估(長庚生技委託案)：已完成六人的初步
試驗。
3. 清心蓮子飲結合西藥治療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92-93 年)。
4. 「糖尿病陰虛證患者單一核苷酸多樣性之分析」(92 年-95 年)
5. 整合型 SNP 計畫:糖尿病陰虛證患者單一核 苷酸多樣性之分析
(92-94 年)
6. 過敏性鼻炎針刺治療前後之微陣列分析 (93 年)。
7. 心臟衰竭患者左心室功能與脈波圖之相關性分析(93 年)。
8. 順 天 生 技 SB221 對 高 血 壓 患 者 之 新 藥 研 究 案 。 (93/11 ～
95/12/25)。
9. 「過敏性鼻炎中醫治療前後之寡核酸晶片分析」三年期(94/12/1
～98/8/31)
10. 耳穴貼壓對原發性失眠的療效評估案(94/11～96/12)
11. 血府逐瘀湯輔助治療病毒性肝炎肝纖維化之研究(95/1～96/12)
12. 咽喉癌患者放射合併化學治療後之中藥輔助療法療效評估-以
生活品質量表(95/1-96/12)
13. 「經穴電療鞋治療下背痛」查驗登記用新醫療器材臨床試驗案
14. 中藥複方 LC 對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療效評估之隨機雙盲臨床
試驗（96/11/01-100/10/31）
15. 中醫舌診多媒體資料庫系統之研究與建置 2-2（96/05/01～
97/04/30）
16. 「第二期隨機取樣試驗比較復發或遠處轉移的頭頸部鱗狀細
胞癌病患接受緩解性化學治療或緩解性化學治療加傳統中醫
輔助治療的臨床比較研究」（96/01/01-98/12/31）
17. 「乳癌病患進行化學治療中合併中藥複方當歸六黃湯對血球
影響及生活品質改善之隨機雙盲研究」
（96/01/01-98/12/31）
18. 中醫脈診儀隊紅斑性狼瘡患居家照護可行性研究（2-1）
（97/03
－98/12）
19. 建立正常人脈象資料庫之常模分析研究 （2-2）
（97.03－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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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 醫 切 診 特 定 壓 痛 點 與 憂 鬱 症 嚴 重 程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96/09/01-97/03/01）
21. 艾灸對憂鬱症診療之評估與大腦血清素轉運體影像之研究
（97/7/1-100/6/30）
22. 阻 塞 性 睡 眠 呼 吸 中 止 症 候 群 患 者 之 語 音 分 析
（97/10/21-98/01/06）
23. 過 敏 性 鼻 炎 穴 位 敷 貼 與 針 刺 治 療 前 後 之 寡 核 酸 晶 片 分 析
（98//09/01-100/08/31）
24. 「清暑益氣湯對接受第一線化療與第二線標靶治療之晚期非
小細胞肺癌病患的免疫變異調控之研究：對類髓抑制細胞, CD4
(Th1 和 Th2), CD8, Treg 淋巴球, NK 細胞與單核細胞的影響」
（98/06/17-100/06/16）
25. 茵陳蒿湯治療肥胖型脂肪肝之隨機、雙盲先導性臨床試驗計畫
（100/01/01-101/08/30）
26. 中醫體質分類與心血管疾病相關性之研究（101/04/15-101/12/15）
27. 以中醫體質量表評估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患者接受持
續性氣道正壓通氣治療前後之療效（100/3/15～102/4/30）
28. 睡眠呼吸中止症就診中醫藥治療者之體質及心血管疾病風險
評估（100/07/13～102/07/12）
29. 紅斑性狼瘡患者中醫辨證與甲褶微血管影像之相關性分析
（101/03/16-102/03/15）
30. 青黛油萃劑外用治療乾癬的效果和安全性評估：劑量的決定
(1/2)（101/7/1~102/6/30）
31. 茵陳蒿湯加紅麴膠囊治療肥胖患者脂肪肝之隨機雙盲臨床試
驗計畫（101/05/10-103/05/1）
32. CTC101-05 針灸治療乳癌術後單側上肢慢性淋巴水腫療效評
估（101/10/11-102/08/19）
33. 神 秘 湯 治 療 亞 急 性 咳 嗽 之 隨 機 雙 盲 對 照 臨 床 試 驗
（102-04/18-103/04/18）
34. 免疫風濕疾病之中西醫結合診斷與治療（101/03/1 ~ 102/12/31）
35. 建 立 中 醫 臨 床 常 見 脈 之 典 型 脈 波 圖 共 識 及 分 析 模 式
（101/12/18-102/12/03）
36. 中西醫診療資訊相關度研究及應用於中西醫整合健檢服務項
目（101/03/1 ~ 102/12/31）
37. 中藥複方 SS-1 對乾燥症之隨機雙盲臨床試驗及其作用機轉之
研究（102 /07 /01 ～104 /06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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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紅斑性狼瘡常見症狀與中醫證型之探討（102/09/06-103/09/05）
為避免因為每年評分標準不一，分數高低造成誤導。年度試驗
中心的查核成果，於檢討會議中以排序的方式做最後的總評，不列分
數。提供中醫藥委員會作為下年度補助的參考。
查核結果確認會議參加委員名單如附件九。會上委員就各中心的
研發成果、軟、硬體考量，對各家中心的表現狀況排序依次為：長庚
紀念醫院、成大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義大醫院。
五家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查核結果如下表：
中心/計畫

結果

 試驗中心集中，軟硬體管理完善，
1. 成大醫院
累積多年經驗，已穩定成長。每年
 評估天麻鉤藤飲對高血壓病患之
進行二件試驗，穩定發展。
療效─隨機分派性臨床試驗
 評估加味逍遙散對失眠症病患之  濕度記錄器於 6-7 月份有波動現
象，宜有管理機制及相關處置之
療效─雙盲、安慰劑對照性臨床試
SOP。
驗
 實驗室診斷數據轉錄到 case report
form 雖有核對，宜有核對者簽名以
示負責。
 應在納入/排除標準確認後再進行
隨機分派，宜改進。
2. 義大醫院
 臨床中心硬體及空間均用心規
 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及預
劃，只是尚有可努力進步之處。執
防復發的效果
行之理中湯研究計畫至 8 月才啓
動，進度落後。收案 8 人之相關資
料如同意書、visit 1 等尚完整。資
料也妥善加鎖管理。
 中心若與校內外合作中醫藥研究
案，應登錄為中心之業績。
 藥品儲存櫃的溫濕度監測發現濕
度浮動較大，宜找出原因，維持穩
定。
 病人領藥回家，宜設計服藥紀錄
表，依時登錄，以確認醫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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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計畫

結果

 符合審查標準，且多已依 SOP 執
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行。
 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
萸湯對胃食道逆流疾病之療效評  某些作業細節應可建置標準作業
流程，可於未來 SOP 修訂時增修。
估
例如：舉行主持人會議等。
 建議往後檢附外部機構參訪次數
資料。
 建議安排參訪中醫藥臨床試驗相
關機構。
 考量日後被美國 FDA 查核的可能
性，電子病歷應符合相關的要求條
件。
 建議藥品儲存室須有自動溫溼度
4.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計及警報設備。
 六味地黃丸改善骨關節炎症狀之
人體試驗－一項為期八週之隨機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若有獨立空間
會更理想。
雙盲安慰劑對照式臨床試驗
 酸棗仁湯及天王補心丹治療失眠  同意書說明及簽署地點，應有 SOP
以遵循。
之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式
 睡眠量表由受試者自行填寫，信效
臨床試驗
度無法確認。
 病歷記錄格式中應避免填寫不必
要的資訊及註記。
 主持人簡報提及知曉 block size 事
5. 長庚紀念醫院
 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
宜，恐造成 Double-Blind 不易落
盲對照臨床試驗
實，應注意。
 依病歷，有幾例受試者似不符納入
條件，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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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各國為了爭取執行臨床試驗，均修訂法規朝向與國際法規一致化的方
向。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CP)不因中藥、西藥有所區別。
二、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經過這幾年的運作，大致已趨穩定。各中
心領導人對臨床試驗的 GCP 觀念已建立，也都知道要做那些事情。但
因實際執行的人員(研究經理或研究助理)變動頻繁，以致經驗無法傳
承。執行面缺失仍然依舊，進步幅度有限。
三、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不甚重視本查核作業，查核結果不論優劣，
對下一年度補助款影響不大。無鼓勵也無懲罰。
四、實際執行中藥新藥臨床試驗的人員變動頻繁，肇因於產業界遲疑不敢
投入大量資金研發，僅靠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之少許研究經費，研究
能量有限。前主委曾提出要求中藥進行療效再確認，以增加產業界投
入的動機。但至今未能實施。
五、和各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中心溝通時，大部分皆認為是現在大環境下，
中醫臨床試驗仍不熱絡，主要是法規誘因不足，廠商不願投資，倚賴
中醫藥委員會補助款維持所致。如何建立法規誘因，是能讓中藥新藥
臨床試驗繼續推動的主要關鍵。
六、中藥新藥臨床試驗 GCP 查核常見缺失與改進方式如下：
常見缺失：
(一) 藥品保存環境溫、溼度控制不佳
(二) 試驗資料機密性的保護不夠周全
(三) 試驗計畫書不夠詳實
(四) 個案報告表設計與計畫書不符，數據與與原始資料不符，修改
時不符 SOP
(五) 檢驗單位未經認證，檢驗數值可信度不足
(六) 不當解盲，破壞雙盲設計
改進方式：
執行臨床試驗一定會有需要檢討的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完
整詳實的試驗計畫書，每個執行步驟都有操作性定義，以確保實驗品
質的一致性，執行期間不定期接受監督(monitor)，以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此外加上與試驗無關第三者的稽核(audit)，提供客觀的評估，這些均須
依靠有經驗的團隊來執行。一般而言，有新藥品上市需求時，藥廠會
提供資源協助完成，若是一般研究型臨床試驗或是政府預算補助的經
費，很難進行一個符合 GCP 的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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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味逍遙散是中國古代的傳統方劑，主要用於治療肝鬱血虛、煩躁易怒，盜
汗、頭痛目澀或月經不調。雖然加味逍遙散在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皆普遍使用
來治療失眠的方劑，可是缺乏證據醫學客觀的數據來證實其在臨床上的安眠療效
及安全性。根據 2005~2009 年中醫門診主診斷申報非器質性睡眠特殊障礙之處方
中，加味逍遙散為最常開立的處方之一；而在文獻的回顧中，加味逍遙散中的一
些成分在西方醫學的研究證實其有改善睡眠障礙之功能。為了證實加味逍遙散改
善睡眠品質的功能，在本次臨床試驗研究中，我們擬以年滿 20~75 歲之失眠症病
患為研究對象，以雙盲、安慰劑對照性研究設計，每日給予加味逍遙散 10.8 公克。
研究目的是想了解給予加味逍遙散是否可以改善睡眠品質。經由隨機分派給予安
慰劑或加味逍遙散治療，每日四次(飯後服用)，每次 2.7 公克。在「加味逍遙散
對單純性失眠症病人-雙盲、對照性臨床試驗」的研究結果顯示加味逍遙散與安慰
劑具有改善睡眠品質的療效，但兩者療效並無差異。安慰劑組在試驗前後的空腹
血糖、胰島素、胰島素阻抗、身體質量指數、血脂質及血壓值並沒有統計上之差
異。而加味逍遙散組在試驗後則發現有腰圍增加，但是其血中總膽固醇及低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則有顯著的下降。兩組在藥物不良反應事件方面之比較上，並沒有
統計學上之差異。
天麻鉤藤飲是中醫門診治療高血壓患者的中藥製劑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一
帖方劑。雖然在文獻的回顧中，天麻鉤藤飲裡的多味藥材均具有降血壓之功效，
但是臨床上的研究卻相當缺乏。因此，在本次臨床試驗研究中，我們以年滿 20~75
歲之高血壓病患為研究對象，以隨機分派之對照性研究設計，每日給予天麻鉤藤
飲 7.2 公克，每日三次(飯後服用)，每次 2.4 公克或捷賜瑞錠 10 毫克，每日一次。
研究目的是想了解給予天麻鉤藤飲及捷賜瑞錠是否可以改善高血壓。研究設計係
隨機分派給予捷賜瑞錠或天麻鉤藤飲治療。研究結果顯示天麻鉤藤飲和捷賜瑞
錠二組皆能有效減少收縮壓及舒張壓的數值,同時二組的降壓效果是相似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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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二組在空腹血糖、胰島素、胰島素阻抗、血脂質及藥物不良反應方面，皆沒
有統計學上之差異。
關鍵詞：臨床試驗、加味逍遙散、天麻鉤藤飲、失眠症、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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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remedy Jia-Wei-Xiao-Yao-San was used for the patients with
hepatic dysfunction, palpitation, dysmenorrhea, amnesia and insomia, etc.
Jia-Wei-Xiao-Yao-San is a common sleep prescription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enough evidence-based data to support its hypnotic
efficacy and safety in clinical use. Based on Chinese medicine outpatient major
diagnosis from 2005 to 2009, Jia-Wei-Xiao-Yao-San is the second highest proportion
of prescriptions for patients with non-organic sleep disorder. Some of the ingredients
in Jia-Wei-Xiao-Yao-San had been confirm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leep disorders
in the Western medical studie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Jia-Wei-Xiao-Yao-San on sleep disorder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conducted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of Jia-Wei-Xiao-Yao-San (10.8
g/day) in aged 20-75 year insomniac subjects.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Jia-Wei-Xiao-Yao-San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rating of sleep quality. In
this study, insomniac subjects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placebo or
Jia-Wei-Xiao-Yao-San treatment four times (2.7 g, qid) a day. The clinical trial of
“Jia-Wei-Xiao-Yao-San on sleep quality in primary insomniac subjects-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showed that both placebo group and Jia-Wei-Xiao-Yao-San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sleep quality,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The fasting plasma glucose, insulin, HOMA-IR, body mass index,
lipid profile and blood pressure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lacebo group.
However, increased waist circumference and decreased total cholesterol and low
density-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subjects treated with
Jia-Wei-Xiao-Yao-San. The adverse eve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Tian-Ma-Gou-Terng-Yiin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with high
frequenc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Some of the ingredients in
3

Tian-Ma-Gou-Terng-Yiin had been confirme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blood pressure
in the animal studies, but clinical study was scarc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ian-Ma-Gou-Terng-Yiin on blood pressur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conducted a randomized, open-labled, active-controlled study of
Tian-Ma-Gou-Terng-Yiin (7.2 g/day) in aged >20 year hypertensive patients an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ian-Ma-Gou-Terng-Yiin or Zestril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blood pressure.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Zestril once a day (10 mg) or Tian-Ma-Gou-Terng-Yiin treatment 2.4 g three
times (2.4 g.Tid) a day. The clinical trial of “A randomized study to evaluate the blood
pressure-lowering effect between Tian-Ma-Gou-Terng-Yiin and anti-hypertension
drugs” showed that both Tian-Ma-Gou-Terng-Yiin group and Zestril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and the effect on blood pressure reduction was similar.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ian-Ma-Gou-Terng-Yiin group and Zestril group in
fasting plasma glucose, insulin, HOMA-IR, body mass index, and lipid profile. The
adverse eve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groups.
Keywords: Clinical trial, Jia-Wei-Xiao-Yao-San, Tian-Ma-Gou-Terng-Yiin, Insomnia,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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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中草藥為我國傳統醫學中最重要的一環，不但是中華文化精髓之一，
更是中國人幾千年長久以來，賴以生存延續的根基。除了海內外之華人經
常使用，目前中草藥更廣為西方人所接受，在美國每三名慢性病患者即有
一人服用所謂中草藥製品，其商業價值不可限量。二十一世紀是生物科技
及製藥產業蓬勃發展的時代，因此行政院在民國八十三年即將生物科技列
為重點發展科技之一，中草藥更被經濟部列為優先發展之產業。此外行政
院第三次生物技術產業策（SRB）會議，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召開，會中決
議之重要三議題，即是「中草藥研究開發規劃」、「建立新藥臨床試驗體系
及運作機制」及「培植生物技術創新事業」
。政府計劃於未來將投入大量資
金將台灣建造成中草藥之科技島，成為類似電子業第二春。但是由於中草
藥的成份複雜，藥材的變異性極大，故藥品的一致性較難掌控，造成中草
藥的臨床療效常常無法穩定再現，再加上中草藥多缺乏經由臨床試驗證明
之統計數據，以致一直無法被西方醫學的學者專家所接受。有鑑於此，衛
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已積極建立中藥品質管制標準，推動中藥臨床前安全性
評估規範，以及最重要的推動中藥臨床療效評估，朝中醫藥國際化的目標
邁進。針對推動中藥臨床療效評估，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有計畫的舉辦多
次中醫師的臨床試驗研習會期能以西方科學的方式來進行中藥的臨床試
驗，仔細並客觀的評估療效，以證明各種中藥的適應症與禁忌症，並期望
能推動中藥新藥的研究發展。目前已有多家國內教學醫院設立中醫藥臨床
試驗中心，讓已有臨床研究經驗及訓練的中西醫師，來共同參與中藥臨床
試驗，促使中西醫之結合及互動並培訓相關醫事人員以積極推動中藥臨床
試驗，使其成為中藥新藥研究的動力，期能帶動國內中藥製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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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科技的發展、經濟的繁榮、生活節奏加快、工作壓力的增加、生
活習慣的改變、人際關係複雜及心理負擔加重，失眠是現代社會一種常見
的嚴重問題，大多數的文獻發現失眠影響 10~30%的社區人口。在臨床上大
約有 1/5 基層診所就醫民眾有罹患失眠的困擾(1)。台灣失眠患者也日趨增
多，它需要得到適當重視和處理，儘管西醫在研製新的安眠藥物方面取得
了新進展，但仍有相當多失眠患者，擔心西藥安眠藥物的副作用與成癮性
而定期服用草藥安眠劑來治療失眠，但這些草藥療法的安全性和療效性卻
值得商榷。失眠，臨床上通常係指儘管有充分的睡眠條件和環境，卻仍存
在睡眠時間和質量的不滿足，並進而影響到白天社會功能的一種主觀體
驗。失眠的型態包括入睡困難、連續睡眠維持障礙、早醒、再入睡困難等，
導致白天身體機能下降。通常表現為醒後疲乏，日間警覺性降低，精力、
認知功能以及行為情緒等方面的功能障礙，從而降低生活品質。失眠按照
病程分為急性失眠(病程小於 4 周)，亞急性失眠(病程大於 4 周小於 6 個月)，
慢性失眠(病程大於 6 個月)等三類。按照睡眠障礙之國際分類，持續性失眠
超過四週以上時，則稱為有意義的失眠(2、3)。但是長期而嚴重的失眠除了
會影響個人的自尊心、自覺及較差的工作能力(4)，也會增加與工作相關的
職業傷害及交通意外(5、6)，另外失眠也會因低生產力及交通意外的發生而
嚴重衝擊健康照顧的負擔及增加費用支出(7)。有研究發現睡眠債(睡眠不
足)，會影響內分泌及代謝平衡，包括葡萄糖耐受性不良，增加體內皮質醇
濃度及增加交感神經的活性，其衝擊性等同於正常的老化(8)。另外在健康
成年人及年輕人之研究發現短期睡眠剝奪會增加胰島素阻抗性，而睡眠時
數減少是增加糖尿病(9)、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10)、肥胖(11)及死亡率(12)
的風險；睡眠品質不好也與糖尿病(9)、高血壓(10)和代謝症候群的發生有關
(13)。最近的研究發現不好的睡眠品質會使人失去恢復活動的能力，讓人思
慮不清及情緒不穩定(14,15)。香港社區性的研究結果發現睡眠時數及工作
時數較少和血壓較高者為身體質量指數的獨立正相關因子(16)，另外在加拿
大魁北克之研究發現每日睡眠時數較少(5~6 小時)發生體重過重及肥胖的危
險性也較高(17)。肥胖會導致胰島素阻抗性的發生，導致葡萄糖耐受性不
良、血脂代謝異常及血壓的上升，是許多慢性疾病(高血壓、糖尿病等)及癌
症的危險因子。(18)
引起失眠的原因很多，常見的有軀體疼痛性疾病、喝酒、年齡老化、
焦慮症、抑鬱症、恐懼症，藥物及某些物質的應用、心肺功能不全及腿不
寧症候群和睡眠中周期性下肢動作等。由心理的、生理的或環境的因素引
起的失眠，稱為繼發性失眠；也有少數找不出肯定原因的失眠，稱為原發
6

性失眠(19)。根據流行病學的研究調查顯示有 10-20%的成年人罹患中度至
嚴重度的失眠(20)，而長期嚴重的失眠可能是演變為精神病障礙的危險因
子，尤其是憂鬱症與焦慮症(21)。西醫對失眠的治療包括三方面：病因治療，
睡眠衛生和認知行為指導以及藥物治療。然而在西方醫學常用來治療失眠
的藥物為苯二氮平安眠藥及非苯二氮平安眠藥兩類藥物，容易發生不適當
的使用(濫用)，依賴性及失憶或行動失調的藥物副作用。
中醫對失眠的認識是指因外感或內傷等致心肝膽脾胃腎等臟腑機能紊
亂。氣血虧虛、陰陽失調而不能獲得正常睡眠為特徵的一種病症。失眠的
症狀不一，輕者入眠困難，或眠而不酣，時寐時醒，醒後不能再寐，嚴重
者整夜不能入寐。其病因病機錯綜複雜；早在《素問 宣明五氣》中就有
「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智，是謂五臟所藏」
，因此，五
臟與情志的關係決定了五臟可以影響人的睡眠。中醫在治療失眠的方法有
使用傳統方劑、針炙、耳針及指壓等。有關傳統方劑中最常被使用來治療
失眠的有加味逍遙散、酸棗仁湯、天王補心丹、朱砂安神丸等(22)；近幾年
來尚有二仙湯加味(23)、四逆散加減(24)、加味黃連溫膽湯(25)、鎮肝熄鳳
湯(26)及加味四物湯(27)等。
加味逍遙散，別名丹梔消遙散，源於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主要成分由
當歸、茯苓、梔子、薄荷、芍藥、柴胡、甘草、白朮、牡丹皮、煨薑所組
成。方中柴胡疏肝解鬱；當歸、白芍、補血和營、養血柔肝；牡丹皮、梔
子清熱涼血；薄荷芳香開竅；茯苓，白朮健脾益氣；甘草和中緩急，調和
諸藥；煨薑強化血行，因故加味逍遙散具疏肝解鬱，清熱養血之功效，並
主治肝鬱血虛、化火生熱。煩躁易怒，或自汗盜汗、頭痛目澀、或頰赤口
乾，或月經不調，少腹作痛或小腹脹墜，小便澀，舌偏紅、苔薄黃、脈弦
數。在現代應用方面，加味逍遙散除了具有用於治療肝炎、盆腔炎、更年
期綜合徵、肺結核、眼疾、月經不調、痤瘡、甲狀腺炎、白帶、濕疹、尿
道炎、乳腺炎之外，在中醫也常常被用於治療失眠症。根據統計，2005-2009
年中醫門診主診斷申報非器質性睡眠特殊障礙疾病人數 爲39,677 人，件數
爲 121,936 件，而平均每人就醫件數 爲 2.1-2.7 間，五年間的平均就醫次數
爲 3.1 次。主診斷爲非器質性睡眠特殊障礙疾病患者各年齡層分佈爲 20-59
歲分布最多，男女的比率 爲 0.45 比 1；單方藥材排名前五名分別 爲酸棗仁
(14.18%)、夜交藤(12.31%)、合歡皮(8.03%)、茯神(6.81%)、及柏子仁(6.61%)；
複方藥材前五名的複方分別 爲天王補心丹(17.73%)、加味逍遙散(15.52%)、
酸棗仁湯(12.45%)、柴胡加龍骨牡礪湯(8.28%)及溫膽湯 (6.70%) (28)。雖然
過去在本中心已經有以西方科學論證的方式，研究結果發現天王補心丹及
酸棗仁湯對於失眠症病患有改善睡眠障礙之效果。過去有關加味逍遙散是
否能改善睡眠障礙的研究仍然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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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逍遙散中的一些組成成分在西方醫學的研究證實其有改善睡眠障
礙之功能。於當歸萃取出的精油成分在動物實驗中發現其具有抗焦慮的功
效 (29)；茯苓是具有安神鎮靜效果的酸棗仁湯主要成分之一，除了具有安
神鎮靜的效果外，在體外的細胞實驗中亦發現茯苓抽出物中的「三萜類成
分」具有抗發炎的效果 (30)；梔子的主要成分「番紅花酸」在一個小型的
人體試驗中證明其具有改善睡眠品質的功能 (31)，同時，梔子亦具有抗發
炎的效果 (32)；薄荷萃取物除了具有抗發炎的效果外 (33)，在動物實驗上
也發現其可以透過影響 GABA 而具有鎮靜的效果 (34)；芍藥 (35)、柴胡
(36)、甘草 (37)及牡丹皮 (38)在動物實驗中則發現其可以改善因為壓力所
引起的憂鬱症狀；此外，白朮可以藉由影響 GABA 而具有鎮靜安眠的效果
(39)，而煨薑在過去的研究中也發現其具有鎮靜安神之功效 (34)。
雖然加味逍遙散在中醫臨床上常用於治療睡眠障礙 (28)，但是在臨床
試驗上的研究仍然很少 (41)。在中國大陸以加味逍遙散(逍遙散加味)治療更
年期婦女的失眠症，經治療 28 天後研究結果顯示中藥治療組總有效率為
92.9%，較西藥對照組 82.1%有顯著統計上之差異 (42)。此外，加味逍遙散
配合刺五加注射液治療失眠症的總有效率為 96% (43)，加味逍遙散合併西
藥治療失眠症的療效比單獨使用西藥或加味逍遙散更佳 (41)。但是以往臨
床研究設計的排除條件並不清楚或不夠嚴謹或個案太少，所以本研究計畫
擬以失眠症患者 100 名為研究對象，使用加味逍遙散對睡眠品質之療效評
估，研究的設計為隨機分派，雙盲、安慰劑對照性臨床試驗，評估試驗後
是否可以改善睡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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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與場所：本試驗將收集國立成大醫院門診失眠症患者共 100 位作
為研究對象。
研究期限：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病人分組：分為二組（實驗組 50 位對照組 50 位）
治療時間：8 週
臨床試驗階段：第二期
藥品特性選擇之設計：以雙盲、安慰劑、對照性方式進行本試驗
病例隨機分配方法：在於給與受試者試驗用藥前，將依據 permuted-block
randomization method，利用 SAS 統計軟體 (SAS V8.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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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隨機分為兩組：安慰劑組或加
味逍遙散組。
主要療效指標（Primary endpoint）
：睡眠品質在第 8 週(visit 4)與基準點(visit
2)之變化百分比
次要療效指標（Secondary endpoint）：
空腹血糖、胰島素及胰島素阻抗性在第 8 週(visit 4)與基準點(visit 2 之
變化百分比
空腹血脂質（包括膽固醇、三酸甘油酯、HDL-C 及 LDL-C）在第 8 週
(visit 4)與基準點(visit 2)之變化百分比
安全性指標：
•不良反應事件(adverse events)
•生命徵象檢查(vital signs)包括血壓(收縮壓及舒張壓)、脈搏、身高及體
重
•身體檢查
• 實 驗 室 檢 驗 數 值 (safety laboratory examination) 包 括 一 般 血 液
(hematology)、生化(serum biochemistry)及尿液(urinalysis)
研究對象之納入條件：
•不分男女，年齡 20-75 歲者
•入睡困難、睡眠無法持續而中斷、或是無法恢復性睡眠之失眠患者，
每週至少三次且持續達一個月以上
•意識清楚，為志願參與試驗者，且需完成簽署同意書之患者
研究對象之排除條件：
•懷孕（或可能會生小孩）或授乳之婦女
•過去六個月內有嚴重合併症者如心肌梗塞、腦中風或重大外傷者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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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心臟血管繞道手術、心臟血管擴張術或其他手術的患者
•肝功能異常（GOT、GPT 大於正常上限值 2 倍）的患者
•腎臟功能異常（serum creatinine > 2.0 mg/dL）的患者
•有藥物浮濫或酗酒病史的患者
•服用可能影響血糖或血脂代謝藥物的患者（例如：女性荷爾蒙、男性
雄性素、口服或注射用類固醇、利尿劑及降血脂藥物）
，但是進入試驗
前已使用藥物者，在試驗期間不更動劑量則不在此限
•甲狀腺機能亢進或低下患者或其他內分泌疾病患者（如腦下垂體、腎
上腺、下視丘、卵巢或睪丸功能異常）
•曾經對安神鎮靜藥物過敏的患者
•藥物順從性不佳者的患者
•身體質量指數（BMI）≧ 35 kg/m2 的患者
•過去史有癌症或精神分裂症或憂鬱症的患者
•有睡眠中止症候群、腿不寧症候群或週期性腿動症者
•輪班工作者
•慢性長期白天使用安神鎮靜或抗憂鬱藥物患者
•心臟衰竭的患者
實驗設計：
這是一項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性的臨床實驗，不分男女，年齡 20-75
歲之失眠患者，為本研究之篩選病人(Visit 1)，經過 2 週的安慰劑服用後，
所有符合本臨床試驗納入/排除標準之患者（參見 11、12）
，基準點(Visit 2)
將被隨機分為兩組：加味逍遙散組或安慰劑組。加味逍遙散組或安慰劑組
之患者將分別接受每日 10.8 公克，每次服用 2.7 公克，一日 4 次服用。臨
床試驗使用的加味逍遙散或安慰劑(Placebo)，委請國內合格之 GMP 港香蘭
藥廠製造。安慰劑應具有中藥之氣味，以免失去安慰劑之功能，所以本臨
床試驗的安慰劑將以加味逍遙散 1/10 劑量製成。除非中途退出，所有患者
將接受為期 8 週(Visit 2~Visit 4)的治療。觀察治療期間睡眠品質、血脂值、
胰島素阻抗性、胰島素及血糖的改變。治療期間患者約每 4 週返診一次，
並於試驗開始及結束時作睡眠品質問卷之評估、生命徵象之檢查、人體測
量學指標、血液(CBC)及生化（肝腎功能、電解質、LDH、CPK、Amylase
等）及尿液之檢驗。於試驗開始及第 4 及 8 週(Visit 2~Visit 4)返診時，空腹
血脂質、胰島素阻抗性、胰島素、及血糖之檢測，同時請病患將所有實驗
藥物及空罐攜回，由研究助理一一清點實驗藥物所剩之顆粒數，以了解病
患實際服用藥物的數目，如此即可確認病患是否按照規定服藥，並將結果
填入藥品臨床試驗資料表及個案報告表。於試驗期間，將監測其不良反應
事件，若有任何狀況應盡快通知廠商及醫師了解及處理並向衛生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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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流程：
返診

篩選病人 基準點

Visit
週
天
病人簽署試驗同意書
納入/排除標準
基本資料
醫療病史
身體評估檢查
生命徵象檢查(血壓、脈搏、身高及體重)
尿液驗孕檢查
胰島素阻抗性
甲狀腺功能檢查（T4、TSH）
匹茲堡睡眠品質問卷(PSQI)
血糖、胰島素、空腹血脂質
人體測量學指標
實驗室檢查數值
良好睡眠衛生習慣教導
病患的隨機分派
調配分發試驗藥品
試驗前用藥/併用藥物
治療前事件
不良反應事件
收回未服用藥品
完成試驗/提早結束

V1
-2
-14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V2
0
0

治療期
V3
4
28±3

V4
8
56±3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 生命徵象檢查包括血壓(收縮壓及舒張壓)、脈搏、身高及體重。
2. 空腹血脂值(fasting lipid profile)包括膽固醇(TC)、三酸甘油酯(TG)、
HDL-C 及 LDL-C。
3. 人體測量學指標包括身體質量指數(BMI)及腰圍。
4. 實驗室檢驗數值包括血液、生化檢查及尿液分析。
各檢驗方式如下：
(1) 空腹血糖（FPG）
、空腹血脂值（FLP）
、空腹胰島素（FPI）
、血脂質、
血液常規檢查（CBC）：以 EDTA 採血管收集病人隔夜禁食後 10-12
小時的血液，每管約 10c.c.血液，經 2000xg 離心 15 分鐘，取上層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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漿，分裝於小塑膠管，凍於-70℃冰箱。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以酵素
法測定。HDL-C 先以沈澱法處理後再以酵素法測定。胰島素則以放
射線同位素免疫法(RIA)測量。
(2) 胰島素阻抗性（insulin resistance）：
Insulin resistance = (FPI X FPG)/22.5
其中 FPG : fasting plasma glucose (mmol/l)；
FPI : fasting plasma insulin (μU/ml)
(3) 人體測量學指標（Anthropometric indices）：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的測定：
研究對象皆身著輕便衣物，雙手下垂，雙腳併攏，測量身高
（以公分量至小數以下一位）及體重（以公斤量至小數以下一位）
，
依公式計算其肥胖指數：身體質量指數 = 體重(公斤) /[身高 (公
尺)]2
．腰圍（Waist circumference）的測量：
研究對象僅著下身貼身衣物，雙手下垂，雙腳併攏站立，以
標準皮尺於自然呼氣終期期，測其腰圍（以公分量至小數以下一
位）。其測量方式如下：
腰圍：側面肋骨最下緣與前上腸骨棘中點水平線（腹部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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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睡眠品質評估：
以中文版匹茲堡睡眠品質評量表(PSQI)來評估受試者的睡眠品
質。根據蔡氏等人的研究，中文版 PSQI 的整體信度為 0.82~0.83，PSQI
總分超過 5 分的敏感度為 98%，特異度 55%，總分超過 6 分的敏感度
為 90%，特異度 67%。(35)
1
2
3
4
5

6
7
8
9

最近一個月內，你經常幾點上床睡覺？ 晚上 _______點________分
最近一個月內，上床後需幾分鐘睡著？ _______________分鐘
最近一個月內，你經常幾點起床？
早上 _______點________分
最近一個月內，你每晚真正睡著的時間約幾個小時？___________小時
最近一個月內，你的睡眠有多少次受到下列 0)從未 1)每週 2)每週 3)每週
情況的干擾？(請於合適的選項打勾)
發生
<1 次
1-2 次 >2 次
5-1 上床後 30 分鐘內仍無法睡著
0□
1□
2□
3□
5-2 在半夜或凌晨醒來，無法繼續安睡
0□
1□
2□
3□
5-3 因需起床上廁所而睡不好
0□
1□
2□
3□
5-4 因呼吸不順暢而睡不好
0□
1□
2□
3□
5-5 因咳嗽或大聲打呼而睡不好
0□
1□
2□
3□
5-6 感到太冷而睡不好(非關天氣)
0□
1□
2□
3□
5-7 感到太熱而睡不好(非關天氣)
0□
1□
2□
3□
5-8 做惡夢而驚醒
0□
1□
2□
3□
5-9 身體有疼痛
0□
1□
2□
3□
5-10 產生睡眠困擾的其他情況？
0□
1□
2□
3□
請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
最近一個月內，你多常使用藥物幫助睡眠？
0□
1□
2□
3□
最近一個月內，當你開車、用餐、或從事日
1□
2□
3□
0□
常社交活動時感到無法維持清醒狀態？
最近一個月內，要打起精神來完成你應該做的事情對你有多少困擾?
□0)完全沒困擾
□1)只很少困擾
□2)有些困擾
□3)有很大的困擾
最近一個月內，你對自己的睡眠品質評價如 □1)非常好 □2)好 □3)差
何？
□4)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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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事件：
不良反應事件將採用 COSTART (coding symbols for thesaurus of adverse
reaction terms)編碼系統。凡簽署過臨床試驗同意書者，在試驗期間，如有
身體上或臨床上的改變或產生疾病，不論跟試驗藥有關連或無關連的，皆
為不良反應事件。這包含新的疾病或原存在的疾病加重或惡化。任何不良
事件必須紀錄在病歷及個案報告表（case report form）。紀錄需含開始日、
結束日、嚴重性、試驗期間、對試驗藥物的影響（如中斷服藥）
、與試驗藥
物的關連及是否有給病患藥物或其他治療來處理這不良反應事件。在試驗
期間，如有任何嚴重不良反應事件，不論跟試驗藥物有關連或無關連，必
須由計畫主持人或其代理人在事發 72 小時內電話告知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
委員會或成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於事發三個工作天內提出詳細記載及
後續發展的書面報告。凡被納入此試驗之病患（簽署過受試同意書者）所
發生之嚴重不良反應事件皆須報告。依各地的法令的規定，所有嚴重不良
反應事件報告必須呈報人體試驗委員會（事發 72 小時內）、各試驗中心的
相關單位及衛生署（DOH）。
病人中途退出及死亡之項目：
如患者的健康因持續服用試驗藥會受威脅，試驗主持人有權及責任中
斷患者的治療。中斷的標準如下：
•患者的失眠症狀惡化且持續超過二週以上或意識狀態改變
•患者因不良反應或併發情形迫使停用試驗藥
•依主持人的意見，患者的安全受影響
•病患撤銷試驗同意書
•病患開始服用女性賀爾蒙、類固醇，乙型阻斷劑、利尿劑或其他減重
或降血糖藥物
•病患開始服用安神鎮靜的藥物
•無法追蹤到病患
如果患者的失眠狀況惡化且持續大於二週以上，或意識狀態改變時，
試驗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應中斷患者的臨床試驗。必要時臨床醫師可
使用其他經衛生署核准的安神鎮靜藥物，來治療病患，以確保病患生命的
安全。當病患中途退出，需在個案報告表（CRF）紀錄退出理由，退出日期，
及最後服用試驗藥的日期及劑量。主持人盡可能將最後一次返診所需要檢
驗的項目在病患退出時提前收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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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統計分析：
1. 樣本數
本研究計畫擬納入 100 位受試者，考慮有 20%~25%受試者退出臨
床試驗，故預估共約有 75~80 位受試者參與本試驗(每組約 37~40 位受
試者)。如果以 0.05 為可以接受的 Type I error (α = 0.05)，能有 80%的
機會(power)可以分辨出兩組的差異(1-β=0.8)，從過去類似的研究推估，
比較實驗組及對照組兩組治療前後睡眠品質指數變化的百分比，預期兩
組間平均有 13.4%的差異，而兩組治療前後睡眠品質指數變化的百分比
的標準差均以 σ =20.3%來估計，套用以下公式計算，每組需要 30 位
n = 2[

(Zα－Z β )σ

µ1－µ 2

)]2 = 2 1.64－(－0.84) × 20.3% =30
13.4%
2

因此實驗組及對照組總共需要完成 30 x 2=60 位受試者。
2. 資料分析母體
．療效指標的主要分析母體為 intent-to-treat population，其定義為所有被
隨機指派之受試者。
．安全性評估分析母體之定義，為被隨機指派之受試者，至少有服用一
顆試驗用藥，並且有服用試驗用藥後之安全性方面評估值。
．每位臨床試藥受試病患的 CRF 及 source document 皆需嚴格保密。
3. 隨機分派及盲性作業
本試驗為隨機雙盲試驗，並於給與受試者試驗用藥前，將依據
permuted-block randomization method，利用 SAS 統計軟體(SAS V8.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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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接受何種處理組別，受試者之隨機號碼(random code)必須密封保存，除
非受試者在試驗進行當中遇緊急狀況，有必要時方可解開，並同時必須
立刻以電話及書面方式通知廠商。為了確保盲性作業之完整性，本研究
計畫之臨床用藥皆由本院藥局專業藥師專人管理。病患經醫師診察後
（Visit 2）符合納入條件/刪除條件後，開立專用處方簽給予病患，病患
不經院方批價程序，直接至藥局領取藥品，病患、醫師及藥師三者皆不
知道病患所服用之臨床試用藥品究竟為加味逍遙散或安慰劑，一切必須
等實驗結束後才可開封了解。所有試驗藥物的包裝上需註明製藥廠商，
臨床試驗編號，計劃主持人名稱，病患號碼，藥物數量，服用方法，使
用期限，批號，保存方式並標明"臨床試驗專用"。試驗主持人及受試者
皆未被告知用藥組別，於臨床試驗雙盲作業之初，試驗主持人將持有個
別受試者用藥組別資訊之密封信封作為嚴重性不良反應發生時緊急處
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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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退出、提早中止試驗及缺失資料處理
退出試驗之受試者資料進行表列，其表列資料包含:中途退出試驗的
理由、提早退出試驗的時間點。對於缺失資料的處理程序，將採用
last-value-carried-forward (LOCF)程序，進行缺失資料的估算。
5. 主要療效指標
．睡眠品質在第 8 週(visit 4)與基準點(visit 2)之變化百分比
6. 次要療效指標
．空腹血糖、胰島素及胰島素阻抗性在第 8 週(visit 4)與基準點(visit 2)
之變化百分比
．空腹血脂質(包括膽固醇、三酸甘油脂、HDL-C、LDL-C)在第 8 週
(visit 4) 與基準點 (visit 2) 之變化百分比。
7. 一般統計方法
．針對連續性變量 (continuous variables) 將提供觀察個數、平均數、
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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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執行「評估加味逍遙散對失眠症之療效—雙盲、安慰劑對照性臨床試
驗」之情形
(一) 研究個案數：預計延攬 100 例，完成 60 例。
(二) 研究期限：102 年 01 月 01 日~ 103 年 12 月 31 日
(三) 執行期間：8 週
(四) 整個臨床試驗計畫共延攬 55 位受試者，其中篩選失敗者 5 位，V1
階段 1 位、V2 階段 3 位、V3 階段 3 位、V4 階段 43 位(完成試驗
者)，符合臨床試驗之進度。
二、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試驗前的臨床基本資料沒有差異(表一)。經過 8 週的治療
後，加味逍遙散組以及安慰劑組在試驗後其 PSQI 分數皆呈現顯著的下降。研
究結果顯示加味逍遙散可以改善失眠症病人的睡眠品質(表二)。此外，安慰
劑組在試驗後，不論空腹血糖、胰島素、胰島素阻抗、身體質量指數、血脂質、
血壓、生化及電解質等各方面之比較，皆未呈現有統計學上之差異。然而加味
逍遙散組在試驗後，其受試者的腰圍有增加的現象，而血中總膽固醇與低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值則有下降的情形(表二)。
三、全部進入臨床試驗的所有受試者中，總共發生 6 件藥物不良事件(主要
為呼吸道系統及感染症)，但本臨床試驗計畫並沒有發生任何嚴重藥物
不良反應事件，同時二組在藥物不良事件的發生也無統計學上差異(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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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加味逍遙散在中醫主治肝脾血虛、化火生熱、頭目眩暈、精神不安、
面頰潮紅及食慾不振與嗜臥不眠等症狀。在臨床上目前用於治療慢性肝炎、
肝硬化、更年期障礙、不孕症、月經不順、泌尿道疾病等。在過去的藥理
研究中也發現，加味逍遙散具有解熱、消炎、抗菌及降轉氨 酶的活性。
雖然加味逍遙散是在台灣中醫用於治療失眠症的處方箋裡，佔了很大
使用率的一種方劑，然而其對於失眠症病人睡眠品質的改善功能仍然尚未
被客觀的以西方科學的方式進行證實。在本研究計畫中，我們發現加味逍
遙散與安慰組的療效比較之下，對於失眠症的改善效果並不顯著，可能的
原因為(1)研究的樣本數太少，以至於睡眠品質改善效果無法突顯出來，由
於本臨床試驗計畫仍將持續進行，未來如果收集更多的樣本數後，或許可
以觀察到明顯的效果。(2)本試驗所使用的安慰劑為含有十分之一的加味逍
遙散所製成，可能具有改善失眠症病人睡眠品質之功能，導致安慰劑組與
試驗組之差異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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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評估加味逍遙散對失眠症病患之療效-雙盲、安慰劑對照性試驗」符
合研究計畫之執行進度。
二、「評估加味逍遙散對失眠症病患之療效-雙盲、安慰劑對照性試驗」共
有 6 件藥物不良反應，主要為呼吸道系統及感染症，但症狀很輕微且
此六件藥物不良反應皆與藥物並不相關。
三、加味逍遙散對於改善失眠症病患的睡眠品質效果並不明顯，但沒有明
顯藥物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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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計畫 B－評估天麻鉤藤飲和降血壓藥物對高血壓病患之療效—
隨機分派性臨床試驗】

壹、前言
全世界約有十億左右的高血壓患者，然而隨著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
重，高血壓的人口也會逐年增加，同時高血壓也是台灣十大死因之一(1)。
根據 JNC VII 對十八歲以上成年人高血壓的定義，主要可以分為正常血壓
(收縮壓<120 mmHg；舒張壓<80 mmHg)、高血壓前期 (pre-hypertension；
120 mmHg <收縮壓<139 mmHg；80 mmHg <舒張壓<89 mmHg)、第一期高
血壓 (140 mmHg <收縮壓<159 mmHg；90 mmHg <舒張壓<99 mmHg)、第
二期高血壓 (收縮壓≧160 mmHg；舒張壓≧100 mmHg) (2)。據統計，四十
歲以上之中年人約有五分之一罹患高血壓症；而在五十五歲時，即便血壓
值介於正常範圍，終其一生仍有 90%的機會會演變成高血壓 (3)。高血壓的
原因約有 90%查不出來，即所謂本態性高血壓，這可能與家族遺傳有關。
其餘約 10%是可查出原因的高血壓且大部份是由腎臟及腎上腺病變引起，
查出原因之後即可用開刀治療，或可利用藥物來控制血壓 (4)。偏高的血壓
容易導致心肌梗塞、心衰竭、腦中風與腎臟疾病的發生，進而造成生活的
失能，所以高血壓的病人應早期接受有規則的治療以控制血壓，並防止併
發症的產生，如此不但能降低死亡率，而且還能延長病人的壽命 (5)。
常用的降血壓藥物的種類包括：
一、Thiazides：其效用主要是使排尿量及鈉離子的排泄增加，使體液相對
減少，而降低血壓。長期使用的副作用是高尿酸血症及高糖血症(6)。
二、Reserpine 其主要作用在於交感神經末稍，使 Noradrenaline 去除，抑
制血管收縮使心臟收縮力減小，心跳減慢。Reserpine 亦能進入大腦，
使人產生鎮靜作用，但其副作用會使某些人抑鬱不樂(7)。
三、Hydralazine：主要作用使平滑肌鬆弛，血管擴張。但因血壓下降，身
體產生補償性反射結果，產生心跳加快及心輸出量增加，因此不單獨
使用，一般與其他降血壓藥物合用，副作用有頭痛、心悸及胃腸不適
等(8)。
四、-methyldopa：此藥物作用在中樞神經系統，降低交感神經末梢的
noradrenaline，因而降低血壓，副作用是使病人昏睡及抑鬱(9)。
五、Guanethidine：其作用與 Reserpine 相似，能抑制交感神經興奮，但因
化學構造的關係，不會進入腦部故不會有鎮靜作用，對於嚴重的高血
壓很有效，但此藥作用很強，容易產生直立性姿勢低血壓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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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六、乙型阻斷劑：用來治療心絞痛及高血壓，便宜又有效，要從小量開始
使用。可單獨使用，亦可與 利尿劑、鈣離子阻斷劑及甲型阻斷劑併用。
中國人尤其老人使用乙型阻斷劑比較敏感易發生緩脈，如遇緩脈時必
須慢慢減量，尤其病人已使用很久時，不可忽然停用，以免因病人有
潛在之冠狀動脈疾病，在反彈性頻脈(Rebound tachycardia)時，引起心
絞痛或導致急性心肌梗 塞的發生。乙型阻斷劑會造成代謝反應不良的
情形，例如增加胰島素阻抗性、升高血糖及三酸甘油酯、降低高密度
脂蛋白膽固醇等副作用(11)。
七、鈣離子阻斷劑：所有鈣離子阻斷劑均能有效地降低血壓，且耐受性很
好，特別推薦於老年單獨收縮性高血壓及心臟病。不論有無合併糖尿
病，鈣離子阻斷劑皆能將血壓降下來，對腎臟提供良好的保護作用。
其副作用為心跳過速、面部潮紅、頭痛、與劑 量相關的踝部水腫或便
祕(12)。
八、ACE 抑制劑：第 II 型血管張力素會刺激血管收縮，及刺激腎上腺分泌
aldosterone 使鈉及水份再吸收、 刺激心血管纖維芽細胞增生。ACE 抑
制劑即抑制第一型血管張 力素(angiotensin I)轉化為會使血壓上升的第
II 型血管張力素；同時也抑制 Kinase 分解血管擴張劑 Bradykinin，而
達到降壓效果。本藥與鈣離子拮抗劑都不產生新陳代謝的副作用，不
影響血中血糖、尿酸及血脂質，比較不會影響生活品質。少數病人使
用 ACE 抑制劑後發生頭痛、暈眩、症狀性低血壓(已使用利尿劑或體
液因病已排空病人)、起立性姿勢低血壓、肌肉抽筋、噁心、皮膚疹及
顆粒白血球減少等(13)。
九、血管張力素接受器拮抗劑：特性與 ACE 抑制劑相同，但比較不會引
起咳嗽的副作用。近 年來發現，第 I 型血管張力素，可經血管張力素
轉化酶(ACE)以外的酵素催化形成第 II 型血管張力素。所以就抑制腎
素- 血管張力素系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而言，ARB 比 ACE 抑
制劑較能完整控制第二型 糖尿病合併腎病變、或高血壓合併左心室肥
厚。若 ARB 無法有效控制高血壓，加上低劑 量利尿劑或更可幫助控
制血壓 (14)。但是由於目前西醫所使用的降血壓藥物之許多副作用，
讓許多民眾轉而尋求中醫或傳統的民俗療法來治療高血壓，然而目前
在中醫所使用的方劑，用以治療高血壓的療效依然不清楚(15)。
天麻鉤藤飲出自於「中醫內科雜病證治新義」
，有平肝熄風，清熱活血
之功。本方證為肝陽上亢，風陽上擾，以致頭部疼痛、眩暈；肝陽偏亢，
影響神志，故夜寐多夢，甚至失眠。治宜平肝熄風為主，配合清熱活血，
補益肝腎。方中天麻、鉤藤、石決明均有平肝熄風之效，用以為君。山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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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芩清熱瀉火，使肝經不致偏亢，是為臣藥。益母草活血利水，牛膝引血
下行，配合杜仲、桑寄生能補益肝腎，夜交藤、朱茯神安神定志，俱為佐
使藥。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16)，在餵食每隻實驗犬每日 80 毫升的天麻鉤
藤飲 10～22 日後，發現天麻鉤藤飲對高級神經活動處於正常狀態的實驗
犬，不發生任何影響；但當高級神經活動發生障礙時，有一定的調整作用；
對正常犬沒有降壓效果，但是對高血壓犬則有一定的降壓作用 (16)。另一
方面，在臨床研究上也發現天麻鉤藤飲中「杜仲」可以降低高血壓病患的
血壓 7.5 毫米汞柱(17)；進一步利用杜仲萃取物來餵食自發性高血壓大鼠
22 天後，亦能透過一氧化氮及 RAS 的路徑來調節血壓 (18)。天麻萃取物
中的多醣體除了可以降低高脂飲食所導致高血壓鼠的血壓外，同時也可以
降低其血脂質(19)。黃芩的主要成分「黃芩素」則可以透過腎素(renin)的系
統來降低血壓(20)；梔子萃取物過去亦有研究報導其具有降血壓的功能
(21)。在台灣高雄醫學院張瑞璋等人針對原發性高血壓患者，採取中醫的
治療方式，或再配合活血化瘀的理論的應用，評估 A 組鉤藤散 45 例，B
組鉤藤散加丹參 45 例及 C 組鉤藤散加川七 40 例，治療前後之療效比較，
結果發現 A、B、C 三組皆呈現降壓效果，同時 B、C 兩組皆比 A 組有較
佳的降壓療效(22)。因此，從過去研究的實驗結果看來，天麻鉤藤飲既有
降壓作用，又有調節高級神經活動的作用。其降壓作用的機轉係經由改善
腦血流障礙(23)，調節一氧化氮的合成及釋放(24)，維護血管內皮細胞之功
能(25)，減少胰島素阻抗(26)及增加 SOD 之活性以減少自由基造成之損壞
(27)。雖然天麻鉤藤飲在中醫臨床上常用於治療高血壓，但是在西醫的臨
床驗證上仍然十分不足，僅有少數的臨床個案報告(17) (28)，而以往臨床
研究設計的排除條件不夠嚴謹或個案太少。天麻鉤藤飲是中醫常用的降血
壓藥且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帖傳統方劑，而捷賜瑞錠是西醫常用的降血壓藥，
屬於血管收縮素轉換酵素抑制劑，具有良好的降血壓療效且耐受性良好。
所以本研究計畫擬以高血壓的患者 100 名為研究對象，使用天麻鉤藤飲或
捷賜瑞錠對高血壓之療效評估，研究的設計為隨機分派，開放式對照性臨
床試驗，評估試驗後天麻鉤藤飲或捷賜瑞錠是否可以改善血壓之異常，同
時天麻鉤藤飲改善高血壓之療效並不比捷賜瑞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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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1. 研究對象與場所：本試驗將收集國立成大醫院門診高血壓病患共 100 位
作為研究對象。
2. 研究期限：自 102 年 0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
3. 病人分組：分為二組（天麻鉤藤飲組 50 位及捷賜瑞錠組 50 位）
4. 治療時間：8 週
5. 臨床試驗階段：第二期
6. 藥品特性選擇之設計：以隨機分派性方式進行本試驗
7. 病例隨機分配方法：在於給與受試者試驗用藥前，將依據 permuted-block
randomization method，利用 SAS 統計軟體 (SAS V8.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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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隨機分為兩
組：天麻鉤藤飲組及捷賜瑞錠組。
8. 主要療效指標（Primary endpoint）：
•收縮壓在第 8 週(visit 4)與基準點(visit 2)之變化百分比
9. 次要療效指標（Secondary endpoint）：
•治療 4 週後，收縮壓與基準值相比之平均變化值
•治療 8 週後，收縮壓＜140 mmHg 或下降至少 20 mmHg 之患者比例
•治療 8 週後，舒張壓＜90 mmHg 或下降至少 10 mmHg 之患者比例
•治療 8 週後，收縮壓＜140 mmHg 且舒張壓＜90 mmHg 之患者比例
•空腹血糖及胰島素阻抗性在第 8 週(visit 4)與基準點(visit 2)之變化百
分比
•空腹血脂質（包括膽固醇、三酸甘油酯、HDL-C 及 LDL-C）在第 8
週(visit 4)與基準點(visit 2)之變化百分比
•人體測量學指標(包括身體質量指數及腰圍)在第 8 週(visit 4)與基準點
(visit 2)之變化百分比
10.安全性指標：
•不良反應事件 (adverse events)
•生命徵象檢查 (vital signs) 包括血壓(收縮壓及舒張壓)、脈搏、身高
及體重
•身體檢查
• 實 驗 室 檢 驗 數 值 (safety laboratory examination) 包 括 一 般 血 液
(hematology)、生化(serum biochemistry)及尿液(urinalysis)
11.研究對象之納入條件：
不分男女，年齡 20 歲以上者
•新診斷或未使用藥物之原發性高血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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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二週的飲食控制及運動指導後，導入期第一天及基準期(隨機分
派訪視時)舒張壓< 110 mmHg 且 140 mmHg < 收縮壓< 180 mmHg 之
患者
•意識清楚，為志願參與試驗者，且需完成簽署同意書之患者
12.研究對象之排除條件：
•受試者於隨機分派前兩週內使用過任何抗高血壓藥物
•腎動脈狹隘或是嗜鉻細胞瘤)
•具下述任一嚴重心血管疾病病史者：
(1) 嚴重心律不整(多源性或 3 個或多個持續性心室期外收縮，6 個或
多個連續性心搏過速，心室顫動，多型性心室心律不整，第三級房
室傳導阻滯或安史二氏症候群 Adams-Stokes syndrome)；
(2) 嚴重心搏過速(高於 130 bpm)，嚴重心搏緩慢(低於 40 bpm)
(3) 心房纖維顫動、心臟衰竭、心肌梗塞、心肌壞死、心肌纖維化、心
肌炎、不穩定型心絞痛、壞疽、血管炎、血栓性靜脈炎、腦梗塞、
肺梗塞。
(4) 併發姿勢性低血壓或具姿勢性低血壓病史者
•證據顯示患有具臨床意義的肝臟及(或)腎臟疾病，定義如下述條件
(1) SGPT (ALT) 或 SGOT (AST)數值超出正常值上限 2.5 倍
(2) 血清肌酸酐值大於 2.0 mg/dl
•受試者於試驗導入期第一天前 30 天內參與其他試驗藥物研究
•過去兩年內有濫用藥物(包括酒精)之病史者
•懷孕或哺乳中婦女、或未使用有效避孕措施之具有生育能力之女性(有
效的避孕措施包括：口服避孕藥、子宮內避孕器、結紮手術、子宮切
除)
•計劃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判斷不適合參與試驗者
13.實驗設計：這是一項隨機分派、開放式對照性的臨床實驗，不分男女，
年齡 20 歲以上之高血壓患者，為本研究之篩選病人（Visit 1），經過二
週的飲食衛教及運動指導後，所有符合本臨床試驗納入/排除標準之患者
（參見 11、12）
，在基準點（Visit 2）將被隨機分為兩組：天麻鉤藤飲組
及捷賜瑞錠組。天麻鉤藤飲組及捷賜瑞錠組之患者將分別接受天麻鉤藤
飲每日 7.2 公克，每次服用 2.4 公克，一日三次服用或捷賜瑞錠每日 10
毫克，一日一次服用。臨床試驗使用的天麻鉤藤飲或捷賜瑞錠，委請國
內合格之 GMP 港香蘭藥廠或美國默沙東公司的藥廠製造。除非中途退
出，所有患者將接受為期 8 週（Visit 2~Visit 4）的治療。觀察治療期間
血壓、糖化血色素、血脂值、胰島素阻抗性、胰島素及血糖的改變。治
療期間患者約每 4 週返診一次，並於試驗開始及結束時作生命徵象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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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人體測量學指標、血液（CBC）及生化（肝腎功能、電解質、LDH、
CPK、Amylase 等）及尿液之檢驗。於試驗開始及第 4 及 8 週（Visit 2~Visit
4）返診時，血壓、空腹血脂質、胰島素阻抗性、胰島素、糖化血色素及
血糖之檢測，同時請病患將所有實驗藥物及空罐攜回，由研究助理一一
清點實驗藥物所剩之顆粒數，以了解病患實際服用藥物的數目，如此即
可確認病患是否按照規定服藥，並將結果填入藥品臨床試驗資料表及個
案報告表。於試驗期間將監測其不良反應事件，若有任何狀況應盡快通
知廠商及醫師了解及處理並向衛生署通報。
•生命徵象檢查包括血壓(收縮壓及舒張壓)、脈搏、身高及體重。
•空腹血脂值(fasting lipid profile)包括膽固醇(TC)、三酸甘油酯(TG)、
HDL-C 及 LDL-C。
•人體測量學指標包括身體質量指數(BMI)及腰圍。
•實驗室檢驗數值包括血液、生化檢查及尿液分析。
14.各檢驗方式如下：
(1) 空腹血糖（FPG）
、空腹血脂值（FLP）
、空腹胰島素（FPI）
、血脂質、
血液常規檢查（CBC）
：以 EDTA 採血管收集病人隔夜禁食後 10-12
小時的血液，每管約 10 毫升血液，經 2000xg 離心 15 分鐘，取上
層血漿，分裝於小塑膠管，凍於-70℃冰箱。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以
酵素法測定。HDL-C 先以沈澱法處理後再以酵素法測定。胰島素則
以放射線同位素免疫法(RIA)測量。
(2) 胰島素阻抗性（insulin resistance）：
Insulin resistance = (FPI X FPG)/22.5 其中 FPG : fasting plasma glucose
(mmol/l); FPI : fasting plasma insulin (µU/ml)
(3) 人體測量學指標（Anthropometric indices）：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的測定：研究對象皆身著
輕便衣物，雙手下垂，雙腳併攏，測量身高（以公分量至小數以
下一位）及體重（以公斤量至小數以下一位）
，依公式計算其肥胖
指數：身體質量指數 = 體重(公斤) /[身高 (公尺)]2
•腰圍（Waist circumference）的測量: 研究對象僅著下身貼身衣物，
雙手下垂，雙腳併攏站立，以標準皮尺於自然呼氣終期期，測其
腰圍（以公分量至小數以下一位）
。其測量方式如下：腰圍：側面
肋骨最下緣與前上腸骨棘中點水平線（腹部中線）
•血壓的測量：研究對象在一個安靜的地方休息 10 分鐘後，採取適
當大小的壓脈帶纏住右上臂，並使用 DINAMAP 生命體徵監測儀
(model 1846SX; Critikon Inc., Irvine, CA)測量血壓；兩個分離的血
壓讀數，間隔至少 5 分鐘，血壓的數值係以兩次血壓測量值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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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而定。
15. 不良反應事件：
不良反應事件將採用 COSTART (coding symbols for thesaurus of
adverse reaction terms)編碼系統。凡簽署過臨床試驗同意書者，在試驗
期間，如有身體上或臨床上的改變或產生疾病，不論跟試驗藥有關連
或無關連的，皆為不良反應事件。這包含新的疾病或原存在的疾病加
重或惡化。任何不良事件必須紀錄在病歷及個案報告表（case report
form）
。紀錄需含開始日、結束日、嚴重性、試驗期間、對試驗藥物的
影響（如中斷服藥）
、與試驗藥物的關連及是否有給病患藥物或其他治
療來處理這不良反應事件。在試驗期間，如有任何嚴重不良反應事件，
不論跟試驗藥物有關連或無關連，必須由計畫主持人或其代理人在事
發 72 小時內電話告知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或成大醫院人體試驗
委員會。於事發三個工作天內提出詳細記載及後續發展的書面報告。
凡被納入此試驗之病患（簽署過受試同意書者）所發生之嚴重不良反
應事件皆須報告。依各地的法令的規定，所有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報告
必須呈報人體試驗委員會（事發 72 小時內）、各試驗中心的相關單位
及衛生署（DOH）。
16. 病人中途退出及死亡之項目：
如患者的健康因持續服用試驗藥會受威脅，試驗主持人有權及責
任中斷患者的治療。中斷的標準如下：
•患者的收縮壓升至 180 mmHg 或舒張壓升至 110 mmHg
•患者因不良反應或併發情形迫使停用試驗藥
•依主持人的意見，患者的安全受影響
•病患撤消試驗同意書
•病患開始服用女性荷爾蒙、類固醇，乙型阻斷劑、利尿劑、減重藥
物、降血糖藥物或其他降血壓藥物
•無法追蹤到病患
如果患者的收縮壓升至 180 mmHg 或舒張壓升至 110 mmHg 以上
時，或意識狀態發生改變時，試驗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應中斷患
者的臨床試驗。必要時臨床醫師可使用其他經衛生署核准的降血糖藥
物，如鈣離子阻斷劑、乙型阻斷劑、血管收縮素轉化脢抑制劑、血管
張力素受體阻斷劑等藥物來治療病患，以確保病患生命的安全。
當病患中途退出，需在個案報告表（CRF）紀錄退出理由，退出
日期，及最後服用試驗藥的日期及劑量。主持人盡可能將最後一次返
診所需要檢驗的項目在病患退出時提前收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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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試驗流程：
返診
Visit
週
天
病人簽署試驗同意書
納入/排除標準
基本資料
醫療病史
身體評估檢查
生命徵象檢查
尿液驗孕檢查
胰島素阻抗性
甲狀腺功能檢查（T4、、TSH）
糖化血色素
血糖、胰島素、空腹血脂質
人體測量學指標
實驗室檢查數值
飲食控制及運動指導
病患的隨機分派
調配分發試驗藥品
試驗前用藥/併用藥物
治療前事件
不良反應事件
收回未服用藥品
完成試驗/提早結束

篩選病人
V1
-2
-14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基準點
V2
0
0

治療期
V3
4
28±3

V4
8
56±3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18. 資料之統計分析：
(1)樣本數
本研究計畫擬納入 100 位受試者，考慮有 20%~25%受試者退出
臨床試驗，故預估共約有 75~80 位受試者參與本試驗(每組約 38~40
位受試者)。如果以 0.025 為可以接受的 Type I error (α= 0.025)，能
有 80%的機會(power)可以分辨出兩組的差異(1-β=0.8)，從過去類似
的研究推估，比較天麻鉤藤飲組及捷賜瑞錠組兩組治療前後收縮壓指
數變化的百分比，預期兩組間平均有 10%的差異，而兩組治療前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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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壓指數變化的百分比的標準差均以 σ =15%來估計，套用以下公式
計算，每組需要
N
N=36； 因此實驗組及對照組總共需要完成 72 位受試者。
(2)資料分析母體
•療效指標的主要分析母體為 intent-to-treat population，其定義為所
有被隨機指派之受試者。
•安全性評估分析母體之定義，為被隨機指派之受試者，至少有服用
一顆試驗用藥，並且有服用試驗用藥後之安全性方面評估值。
•每位臨床試藥受試病患的 CRF 及 source document 皆需嚴格保密。
(3)隨機分派
本試驗為隨機分派試驗，並於給與受試者試驗用藥前，將依據
permuted-block randomization method，利用SAS統計軟體(SAS V8.1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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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接受何種處理組別，受試者之隨機號碼(random code)必須密封
保存，除非受試者在試驗進行當中遇緊急狀況，有必要時方可解開，
並同時必須立刻以電話及書面方式通知廠商。為了確保作業之完整性，
本研究計畫之臨床用藥皆由本院藥局專業藥師專人管理。病患經醫師
診查後（Visit 2）符合納入條件/刪除條件後，開立專用處方簽給予病
患，病患不經院方批價程序，直接至藥局領取藥品。所有試驗藥物的
包裝上需註明製藥廠商，臨床試驗編號，計劃主持人名稱，病患號碼，
藥物數量，服用方法，使用期限，批號，保存方式並標明「臨床試驗
專用」
。
(4)退出、提早中止試驗及缺失資料處理
退出、提早中止試驗及停止服藥將依處理組別進行資料彙整及分
析。將提早退出試驗之受試者資料進行表列，其表列資料包含:中途
退出試驗的理由、提早退出試驗的時間點。對於缺失資料的處理程序，
將採用last-value-carried-forward (LOCF)程序，進行缺失資料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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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完成執行「評估天麻鉤藤飲和降血壓藥物對高血壓病患之療效—隨機
分派性臨床試驗」之情形。
(一) 研究個案數：預計延攬 100 例，完成 72 例。
(二) 研究期限：102 年 01 月 01 日~ 103 年 12 月 31 日
(三) 執行期間：8 週
(四) 整個臨床試驗計畫共延攬受試者 54 位，經二週飲食衛教及規律運
動後，其中篩選失敗者 2 位，臨床試驗研究進度為 V1 階段 3 位，
V3 階段 3 位，V3 階段 2 位，及完成試驗者(V4)共 40 位。
二、 102 年度本中心執行「評估天麻鉤藤飲和降血壓藥物對高血壓病患之療
效—隨機分派性臨床試驗」。 102 年度共延攬受試者 52 位，其中篩選
失敗者 2 位，V1 階段 3 位，V2 階段 3 位，V3 階段 2 位及完成試驗者
40 位。中途退出試驗者 2 位，符合研究計劃的進度。
三、 天麻鉤藤飲組與捷賜瑞錠組在試驗前的臨床特徵及生化檢查沒有差異
(表七)。在經過 8 週的治療後，天麻鉤藤飲組有明顯的收縮壓及舒張
壓的下降，而捷賜瑞錠組則在收縮壓及舒張壓方面也有明顯的下降，
但是血中肌酐酸（creatinine）的數值有上升的情形。其他在有關血糖、
胰島素阻抗性、血脂質及電解質方面，二組在試驗前後皆沒有統計學
上的差異(表八)。
四、 受試者在試驗前後主要療效指標方面，天麻鉤藤飲組收縮壓下降百分
比為 14.36%；捷賜瑞錠組則下降 11.99% (表十一、十二)。其他次要療
效指標方面，治療四週後，天麻鉤藤飲組與捷賜瑞錠組收縮壓與基準
值之變化百分比分別為 14.5±8.5 及 14.9±8.1、治療八週後，收縮壓<140
mmHg 或下降至少 20 mmHg 的患者比例分別為 91.7%及 100%、治療
八週後，舒張壓<90 mmHg 或下降至少 10 mmHg 的患者比例分別為
100%及 100%、治療八週後，收縮壓<140 mmHg 且舒張壓<90 mmHg
的患者比例分別為 91.7%及 100%、血糖、血脂質、胰島素阻抗及人體
測量學指標變化百分比方面，二組間皆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
五、 在所有參加臨床試驗的 54 位受試者中，共發生 2 件藥物不良事件(內
分泌及呼吸道系統各 1 件) (表十三)及 1 件嚴重藥物不良事件(消化道
系統) (表十四)，但是此三件藥物不良反應皆與藥物並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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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雖然天麻鉤藤飲在中醫臨床上常用於治療高血壓，但是在西醫的臨床
驗證上仍然十分不足，僅有少數的臨床個案報告。在本研究計畫的初步結
果中，我們發現高血壓病患服用天麻鉤藤飲四週後，其收縮壓與舒張壓均
呈現顯著下降，且其降壓效果不亞於捷賜瑞錠;但在服用天麻鉤藤飲八週後，
則降壓效果比捷賜瑞錠來得好，可惜未達統計學上的差異，所以天麻鉤藤
飲與西藥捷賜瑞錠相比，其降壓效果是相似的。
部分的傳統降血壓藥物如捷賜瑞錠等，在使用後可能會有一些副作用
的產生，例如鉀離子的上升及腎功能的降低等。在本研究結果也發現，在
服用捷賜瑞錠兩個用後，受試者的腎功能明顯降低，然而在服用天麻鉤藤
飲的受試者方面則沒有觀察到此一現象，且無其它藥物的副作用，暗示著
天麻鉤藤飲具有較好的臨床應用價值。由於本試驗計劃仍然持續進行中，
仍有待研究樣本數增加後，方能證明其降壓的良好效果與臨床的應用價
值。

伍、結論
一、「評估天麻鉤藤飲和降血壓藥物對高血壓病患之療效—隨機分派性臨
床試驗」符合研究計畫之執行進度。
二、天麻鉤藤飲與捷賜瑞錠皆能有效降低高血壓患者的收縮壓及舒張壓，
二組間皆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且無明顯的藥物副作用。
三、「評估天麻鉤藤飲和降血壓藥物對高血壓病患之療效—隨機分派性臨
床試驗」有 2 件藥物不良反應及 1 件嚴重藥物不良反應，主要為呼吸
道系統、內分泌系統及消化道系統，但臨床症狀輕微且不嚴重。此三
件藥物不良反應皆與藥物並不相關。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2-CT-201 提供
經費贊助，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誌謝。

34

陸、參考文獻
1. 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度十大死因統計
2. Mancia G, Grassi G; European Society of Hypertension;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Joint National Committee VII and European Society of
Hypertension/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guidelines for evaluating and
treating hypertension: a two-way road? Am Soc Nephrol. 2005;16 Suppl
1:S74-77.
3. Saseen JJ, Carter BL. Hypertension. In: Dipiro JT, Talbert RL, Yee GC, et al.
eds. Pharmacotherapy, a pathophysiologic approach.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05: 185-217
4. Carretero OA, Oparil S. Essential hypertension. Part I: definition and
etiology. Circulation 2000；101 (3): 329–35
5. Filippatos GS, Adamopoulos C, Sui X, Love TE, Pullicino PM, Lubsen J,
Bakris G, Anker SD, Howard G, Kremastinos DT, Ahmed A. A
propensity-matched study of hypertension and increased stroke-related
hospitalization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Am
J
Cardiol.
2008;101(12):1772-1776.
6. Chen JM, Heran BS, Wright JM.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efficacy of
diuretics as second-line therapy for primary hypertension.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9;(4):CD007187
7. Shamon SD, Perez MI.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efficacy of reserpine for
primary hypertension.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9;(4):CD007655.
8. Kincaid-Smith P. Vasodilator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Med J
Aust. 1985;142(8):450-453.
9. Mah GT, Tejani AM, Musini VM. Methyldopa for primary hypertension.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9;(4):CD003893.
10. Sah HJ, Sah PP, Peoples SA. The new antihypertensive agent,
guanethidine--a review. II. Clinical uses, dosage and routes of administration,
side effects, important notes, summary, bibliography. Arzneimittelforschung.
1966;16(2):199-202.
11. Wiysonge CS, Bradley HA, Volmink J, Mayosi BM, Mbewu A, Opie LH.
Beta-blockers for hypertension.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2;8:CD002003
12. Sica DA. Pharmacotherapy review: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J Clin
Hypertens (Greenwich).
35

13. Kolasinska-Malkowska K, Filipiak KJ, Gwizdala A, Tykarski A. Current
possibilities of ACE inhibitor and ARB combination in arterial hypertension
and its complications. Expert Rev Cardiovasc Ther. 2008;6(5):759-71.
14. Basile J, Toth PP.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role in hypertension
management, cardiovascular risk reduction, and nephropathy. South Med J.
2009;102(10 Suppl):S1-S12
15. Israili ZH, Hernández-Hernández R, Valasco M. The future of
antihypertensive treatment. Am J Ther. 2007;14(2):121-134
16. 中醫藥研究參考 1975（9）：25～26
17. Greenway F, Liu Z, Yu Y, Gupta A. A clinical trial test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standardized Eucommia ulmoides Oliver bark extract to treat
hypertension. Altern Med Rev. 2011;16(4):338-347.
18. Kwan CY, Zhang WB, Deyama T, Nishibe S. Endothelium-dependent
vascular relaxation induced by Eucommia ulmoides Oliv. bark extract is
mediated by NO and EDHF in small vessels. Naunyn Schmiedebergs Arch
Pharmacol. 2004;369(2):206-211.
19. Lee OH, Kim KI, Han CK, Kim YC, Hong HD. Effects of acidic
polysaccharides from gastrodia rhizome o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serum lipid concentrations i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fed a high-fat
diet. Int J Mol Sci. 2012;13(1):698-709.
20. Huang Y, Tsang SY, Yao X, Chen ZY. Biological properties of baicalein in
cardiovascular system. Curr Drug Targets Cardiovasc Haematol Disord.
2005;5(2):177-184.
21. Koo A, Li KM. Phyt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hypotensive mechanism of
extracts from Gardenia jasminoides seeds. Am J Chin Med (Gard City N Y).
1977;5(1):31-37
22. 張瑞璋、邱慧芬、賴文德；活血化瘀藥對於高血壓患者治療機轉之評估(三)
中醫藥委員會 DOH83-CM-059
23. 李春華；天麻鉤藤顆粒對頸動脈粥樣硬化患者腦血流動力學的影響 吉林
中醫藥，2004 24 卷 5 期；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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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的設立]
一、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之硬體設備
本院於 92 年 1 月成立『國立成大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行動小組，
由院長指導，成員涵蓋醫療副院長及各醫療科主管、藥劑部、醫事室、企
劃室、工務室、會計室、人事室等行政主管，定期集會討論工作進度，因
為初期研究以第二及第三期藥物研究之門診病患為主，為考慮病患之方便
性及隱密性，在醫療大樓 11B 面積 120 坪之空間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中心的硬體設備除有中央空調設備，中央氧氣供給及抽吸設備，另有電話、
電視機。批價掛號及門診室供給醫護研究人員做詳細之病史詢問，問卷評
估及身體檢查。一般實驗室規劃配備-80℃及-20℃冷凍冰箱各一台及 4℃冰
箱一台，桌上型恆溫離心機一部。另有書報、雜誌等，供受試者及家屬使
用。99 年本院空間規劃小組決議，醫療大樓 11B 改為癌症病房及西藥臨床
試驗中心，中藥臨床試驗中心於 99 年 9 月 4 日移至新門診大樓五樓新址繼
續營運。
(一) 研究病房：由於使用頻次不多及醫院重新調整所有研究病房及功能，
目前設立研究病床五床（雙人房一間、三人房一間）已予以調整，
如有需要時可以借用西藥臨床試驗中心四床，以利住院臨床試驗之
進行。硬體計有中央空調設備，中央氧氣供給及抽吸設備，每個病
房內皆含矮櫃、電動病床、床旁桌、陪伴床及電話，但是研究病房
目前沒有小冰箱及電視機，僅在病患娛樂休息室配備一部電視機及
一部中型冰箱。
(二) 門診及批價掛號室：計二間。供給醫護人員做詳細之病史詢問，問
卷評估及身體檢查；同時可以批價掛號、開立處方簽、檢驗單及回
診單。
(三) 護理站：提供護理作業、病歷整理及受試者監測。
(四) 配膳室：一間。供飲食配膳使用。
(五) 一般實驗室：一間。規劃配備-80℃及-20℃冷凍冰箱及 4℃冰箱各
一台，桌上型恆溫離心機一部。實驗室可以協助執行臨床常規檢查
及分子醫學實驗分析，但以研究發展之測定為主，並提供研究人員
教育訓練之機會，另外可提供檢體分離處理使用。
（93 年度由成大
醫院家庭醫學部購置-80℃及-4℃冰箱各一台）
(六) 藥物動力學實驗室：配合試驗中心作業，進行藥物動力學分析，供
藥師準備藥品。（目前在西藥臨床試驗中心已有完整的設備及配置
相關實驗人員）
(七) 會議室：約可容納 10~15 人，供開會或學術研究及討論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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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資料室及醫師室：提供計畫主持人書寫資料。另有電腦可提供文書
處理及相關訊息之製作與傳送。
(九) 行政室及檔案室：提供行政作業，電腦文書處理，及臨床試驗研究
檔案保管及存放。
二、人員招募與聘請
『國立成大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於 102 年 1 月招聘研究助理二名
及行政助理一名，其中研究助理負責受試者生理評估、照護參與臨床試驗
的受試者、協助參與試驗計畫的執行、填寫受試者的個案報告等；行政助
理則負責臨床試驗中心的行政業務及批價掛號工作，並協助研究助理執行
研究計畫及各項經費之申報及財產管理等。由於本中心之臨床試驗皆有飲
食衛教之需求，所以 102 年 1 月同時聘用短期專任及兼任營養師一名，協
助研究計畫之飲食衛教的業務。三位助理皆參加本院及本中心舉辦之臨床
試驗訓練課程，已有良好的學理基礎及臨床試驗實務經驗之磨練，目前本
中心的中藥臨床試驗計畫正在進行中，在逐漸累積經驗及專業稽核公司人
員指導下，已能勝任臨床試驗計畫的工作。
由於國立成大醫院沒有中醫部門，需要多位在中醫方面有長才的專家，
因此特別聘請中國醫藥學院中國醫學研究所碩士畢業的李榮貴醫師及另外
二位中醫師，擔任本院之中醫顧問。如果涉及中醫辨証理論之相關事宜，
於中藥臨床試驗門診聘請李醫師擔任照會工作；如果不涉及中醫辨証理論
之中草藥臨床試驗，則由臨床醫師及相關研究團隊完成，必要時請求國立
成功大學中草藥新藥暨健康食品研究中心支援及協助或積極延攬國內中醫
界學有專長的學者或專家，共同合作完成。
三、推動中藥臨床研究計畫
(一) 102 年度本中心辦理中西醫師及醫事人員（藥師、護理師、醫檢師
及其他人員）之優良臨床訓練課程二次，供中西醫師及醫事人員參
加，並提供學分認定。
（辦理時間為 102 年 4 月 19 日及 11 月 8 日）
(二) 在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認可下徵求中藥業界共同參與中藥臨床研
究。
(三) 與大陸中醫藥界作學術交流及互相合作開發新藥或新的適應症。
(四) 未來視營運狀況來決定增加或擴大服務的內容，期望能逐漸進入穩
定運轉期，待研究經驗達一定規模時，相信可以促使成大醫院之中
藥臨床研究進入成熟期，可進一步與衛生福利部、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科會及其他產學界合作，提供更優良的服務。
四、臨床試驗教育訓練
中藥或西藥臨床試驗中心皆應加強臨床醫師對臨床研究的訓練。由於
臨床醫師的養成教育中並沒有涵蓋如何做臨床研究的訓練，因此臨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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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便成為一個重要的環節，也可提昇中醫藥臨床試驗之技術水準與認知。
高品質而正確的中醫藥臨床試驗需要醫療人員的積極投入與參與，為了提
昇中醫藥臨床試驗之技術水準、品質與認知，培養臨床試驗之專業人才及
促進臨床試驗之發展，本院及本中心舉辦多次臨床試驗訓練課程，成員包
含西醫師、中醫師、藥師、護理人員、技術人員、研究人員及研究所學生。
針對「從倫理角度看臨床試驗對照組」
、「疫苗臨床試驗」
、「人體研究相關
倫理規範暨送審須知」、「計畫稽核之常見缺失與建議」、
「人體研究中的法
律責任」
、
「臨床試驗中試驗主持人的責任」
、
「個資法對於臨床研究之影響」
、
「臨床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同意權」及其他相關案例討論等議題，邀請學有
專精的學者專家來共同研討期能提昇醫護藥人員對臨床試驗之認知，對臨
床試驗整體品質、病人權益，甚有助益。102 年度本中心人員涵蓋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研究助理、護理人員及專兼任營養師皆在院內接受中藥臨床
試驗訓練課程。由於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及其他學術研究單位於 102 年度
臨床訓練課程及研討會之舉辦時間多為星期一～星期五之上班時間，本中
心研究助理礙於臨床試驗工作繁重，不克請假前往聽講，殊為可惜，所以
本中心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研究助理在 102 年度僅能參加本院或本中心
舉辦之臨床試驗訓練課程。
五、辦理中西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之臨床訓練課程
本中心於 102 年 4 月 19 日及 11 月 8 日舉辦兩場「優良臨床試驗暨醫
學倫理訓練課程」 (附件五、六)參加成員有醫師、藥師、營養師、醫檢師、
護理師、研究人員、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及製藥廠商等，內容十分精彩，
發言非常踴躍，講師及聽眾的互動十分良好，會後建議本中心未來能多舉
辦類似的研討會及其他相關之訓練課程。
六、召開臨床試驗協調會議
本中心於 101 年 12 月 1 日開會決議向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提出二項
中藥臨床試驗計畫之申請，並同意港香蘭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本中心之
臨床試驗計畫；101 年 12 月 20 日以並行方式向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及成
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提出二項臨床試驗計畫，以符合衛生福利部中醫藥
司要求於 102 年 5 月 31 日必須完成審查之要求。102 年 4 月 19 日開會了
解本中心之二項臨床試驗計畫，分別於 102 年 3 月 4 日及 3 月 11 日獲成
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 （附件一）
，並商請廠商將製作完成之研
究用藥送至本院藥局管理。本中心為加強管控進度，每週五加開研究助理
會議檢討研究計畫個案延攬之困難及如何解決問題因應之道。
七、定期修訂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之各項標準作業流程
本中心於 92 年 5 月 30 日、93 年 5 月 15 日及 94 年 5 月 30 日分別完
成「成大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標準作業流程手冊(Ⅰ)(Ⅱ)(Ⅲ)」，9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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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定期之修訂，但是 96~102 年度並未作任何標準作業流程手冊之修訂。
八、積極與國內廠商及稽核單位作雙向的溝通
(一) 參訪中醫藥臨床試驗機構
本中心已於 102 年 02 月 04 日參訪港香蘭公司台南廠及南科廠
（附件三）。
(二) 接受相關單位參訪
102 年 2 月 22 日日本千葉大學參訪本中心（附件四）。
九、新（西）藥臨床試驗中心之區隔
成大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與藥政處所補助的 GCRC 是相互獨立的
單位，所有人員編制與經費不能相互流用，同時各自有其獨立的批價掛號
室、醫師診察室、病房及實驗室。另外，由於本中心自 93 年起並沒有任
何設備費用的補助，所以經由院方協調同意可以使用 GCRC 的藥物動力學
實驗室設備或急救甦醒器。

建議
一、過去本中心向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或生技製藥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申請中藥臨床試驗計畫，常常需要二～三個月才可能審查通過，相關
補助經費卻需要經本院人體試驗委員會通過後才給與簽約補助。從計
畫主持人提出計畫申請至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再由衛生福
利部發函告知及簽約，足足耗了五～六個月，如果再加上臨床試驗藥
物製作的時間需要二個月（本中心之研究計畫其一為雙盲、安慰劑對
照性試驗之故），容易造成臨床試驗計畫執行時間之延誤。本中心 102
年度將二項臨床試驗計畫以平行送審的方式進行，一方面向行政院衛
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提出「教學醫院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計畫，另
一方面也同時向本院人體試驗委員會提出中藥臨床試驗計畫申請審查，
結果二個臨床試驗計畫皆於期限內順利通過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之審
查，縮短研究計畫審查之時程，避免延誤研究計畫之進行。
二、102 年度本中心於 102 年 4 月 19 日 （附件五）及 102 年 11 月 8 日 （附
件六）舉辦二次優良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並將「從倫理角度看臨床試
驗對照組」、「疫苗臨床試驗」、「人體研究相關倫理規範暨送審須知」、
「計畫稽核之常見缺失與建議」、「人體研究中的法律責任」、「臨床試
驗中試驗主持人的責任」、「個資法對於臨床研究之影響」、「臨床研究
中的研究對象同意權」及其他相關案例討論議題納入，獲得本院同仁
及外賓熱烈的迴響，發言十分踴躍，與講者的互動良好，同時也建議
本中心未來能多多舉辦相關之研討會或優良臨床試驗訓練課程。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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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舉辦的中藥臨床訓練課程除了滿足本院及其他單位醫事人員的訓
練外，希望也能兼顧中西藥的製藥廠商及中醫師的訓練，未來臨床試
驗訓練課程將加強中藥臨床研究或臨床試驗的啟動，如何進行中藥臨
床試驗、中藥新藥研發的法規與要求、中醫師對臨床用藥的期望及中
西醫的對話等。希望能從執行者及消費者的不同角度來激發中藥製藥
廠商的興趣，多多投資中藥的臨床試驗，充分運用成大醫院優質中藥
臨床試驗中心，佐以嚴謹態度及良好設計的試驗結果，來證實中藥的
臨床療效，開創中藥的商機。
三、本中心非常積極努力推動及執行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贊助通過
之「教學醫院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計畫，然而本院並無中醫部之
設立，非常感謝本校中草藥新藥暨健康食品研究中心及台南市中醫師
公會之協助，使得本中心的三位中醫顧問能夠順利聘請，可以提供中
醫知識技能方面的協助；同時加上本院西藥臨床試驗中心相關同仁之
幫忙及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藥理學研究所的指導及本院許多行政
單位的配合，使得本中心的軟硬體設備才能順利完成。
四、感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的經費贊助及本院院方的大力支持，
使得本中心的硬體設備趨近完美，可以提供製藥廠商、臨床試驗受試
者、臨床試驗主持人（執行者）及研究人員良好的臨床試驗環境。本
中心於 100 年度已將國立成功大學中草藥新藥暨健康食品研究中心及
其部份實驗室的相關設備納入本中心的實驗室內，充分結合基礎研究
的開發及臨床試驗工作的推展，促進彼此之互動及合作。本中心已於
99 年 9 月進駐本院第二醫學大樓，與癌症門診及研究試驗中心及成功
大學中草藥新藥暨健康食品研究中心共同於新建第二醫學大樓的第五
樓層中；目前已有 1 項具實務性的臨床試驗正在規劃中，同時另有 2
項有關基礎醫學之實驗設計及中藥萃取物之病態生理方面之機轉探討
正在執行中。
五、本中心多次與國內中藥廠商在洽談中藥臨床試驗研究計畫時，了解中
藥廠商廠商參與評估中藥「傳統固有方」療效之臨床試驗計畫時，必
須投入藥物製作成本、人事費用及臨床試驗檢驗費用，然而當臨床試
驗完成時，卻沒有任何「專利權」的保障。除非中藥廠商作傳統固有
方之加減方或中藥新成份或新劑型或新適應症的臨床試驗時，才可能
會有「專利權」的保障，但是藥證的取得程序相當繁瑣而困難，如此
會造成中藥的新藥臨床試驗研究計畫的案件減少及廠商的卻步。建議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未來可以考慮將有限的補助經費，適度的分配於
績效良好的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來發揮最大的效益；或由中醫藥司來
主導全國性多中心的大型臨床試驗，邀請各中心參與相關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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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表一、加味逍遙散試驗前臨床特徵及生化檢查之比較(意圖治療族群)

Age, year
Male, %
PSQI score
Weight, kg
BMI, kg/m2
WC, cm
SBP, mmHg
DBP, mmHg
Heart rate, bpm
Albumin, g/dL
AST, U/L
ALT, U/L
Alkaline phosphatase, U/L
Gamma-GT, U/L
Total bilirubin, mg/dl
Fasting plasma glucose, mg/dl
Fasting plasma insulin, µU/ml
HOMA-IR
HbA1c, %
TC, mg/dl
TG, mg/dl
LDL-C, mg/dl
HDL-C, mg/dl
Creatinine, mg/dl
BUN, mg/dl
Uric acid, mg/dl
Sodium, mmol/l
Potassium, mmol/l
Chloride, mmol/l
Calcium, mg/dl

安慰劑組
(N= 22)
57.9 ± 10.3
41.2
15.5 ± 2.0
60.6 ± 14.4
23.6 ± 3.8
80.9 ± 12.4
121.2 ± 14.0
79.8 ± 11.0
74.8 ± 8.2
4.7 ± 0.2
28.0 ± 10.4
29.0 ± 16.9
72.9 ± 28.5
47.7 ± 63.3
0.9 ± 0.3
94.5 ± 14.9
10.1 ± 4.9
2.40 ± 1.28
5.8 ± 0.6
188.7 ± 24.9
116.3 ± 58.3
112.4 ± 17.0
56.1 ± 1.0
0.81 ± 0.15
14.9 ± 3.7
5.7 ± 1.2
142.8 ± 1.4
4.4 ± 0.4
106.1 ± 2.6
9.3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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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逍遙散組
(N= 21)
58.1 ± 10.3
32.5
14.9 ± 2.9
56.5 ± 9.4
22.7 ± 2.2
76.8 ± 7.6
121.0 ± 12.1
76.1 ± 6.9
79.4 ± 14.6
4.6 ± 0.2
22.9 ± 4.5
20.5 ± 6.7
66.9 ± 18.9
37.3 ± 6.2
0.8 ± 0.2
88.7 ± 6.0
8.5 ± 5.0
1.88 ± 1.14
5.6 ± 0.6
199.4 ± 28.3
139.5 ± 95.7
120.1 ± 29.1
57.3 ± 11.4
0.73 ± 0.11
13.4 ± 3.9
5.4 ± 1.0
142.9 ± 1.8
4.3 ± 0.3
107.6 ± 2.0
9.3 ± 0.8

P value
0.973
0.118
0.514
0.346
0.405
0.248
0.969
0.267
0.275
0.324
0.084
0.069
0.484
0.066
0.115
0.149
0.335
0.229
0.377
0.259
0.606
0.356
0.752
0.106
0.267
0.390
0.762
0.605
0.063
0.955

表二、加味逍遙散試驗前後主要及次要療效指標之比較
Drug
Variable
PSQI
Weight, kg
BMI, kg/m2
WC, cm
SBP, mmHg
DBP, mmHg
Heart rate, bpm
Albumin, g/dL
AST, U/L
ALT, U/L
Alkaline phosphatase, U/L
Gamma-GT , U/L
Total bilirubin, mg/dl
Fasting plasma glucose, mg/dl
Fasting plasma insulin, µU/ml
HOMA-IR
HbA1c, %
TC, mg/dl
TG, mg/dl
LDL-C, mg/dl
HDL-C, mg/dl

V2
15.5±2.2
60.5±11.8
23.6±3.6
81.3±10.4
124.6±12.2
79.6±11.9
76.7±6.7
4.7±0.2
25.6±5.0
25.9±10.2
66.4±16.2
26.2±13.6
0.8±0.4
93.5±14.8
10.6±6.5
2.53±1.77
5.8±0.7
194.2±32.9
117.2±86.7
116.7±22.4
53.8±11.9

安慰劑組(N＝22)
V4
Paired t test
11.0±4.0
.003
60.1±11.8
.469
23.5±3.6
.391
80.9±10.7
.515
119.6±14.0
.282
75.6±10.6
.130
74.6±5.4
.180
4.6±0.2
.450
24.6±6.5
.557
26.2±17.4
.929
65.6±14.9
.672
22.8±11.0
.255
0.8±0.3
.703
90.8±12.3
.274
10.0±6.3
.658
2.37±1.68
.631
5.8±0.7
.676
187.0±33.0
.087
93.4±56.1
.094
109.9±25.2
.060
56.6±13.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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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逍遙散組(N＝21)
V2
V4
Paired t test
14.5±2.9
11.3 ± 3.3
.004
54.2±7.6
54.3 ± 7.7
.704
22.3±2.2
22.3 ± 2.3
.836
75.5±6.5
76.3±6.7
.005
120.9±9.4
117.1±10.6
.075
73.3± 4.3
74.0±7.0
.685
74.0± 7.2
74.3±6.0
.876
4.7± 0.2
4.6±0.2
.698
23.5± 4.4
22.6±3.3
.256
21.0± 7.9
19.9±8.5
.378
66.8 ±19.0
65.2±19.0
.308
17.1±8.3
16.0±6.2
.192
0.8±0.2
0.8±0.2
.609
90.7±7.4
89.4±6.4
.365
8.7±4.1
8.2±3.8
.573
2.00± 1.02
1.83±0.87
.441
5.6± 0.6
5.6±0.6
.663
208.6± 25.5
195.5±24.7
.036
126.2± 60.0
120.4±57.3
.452
123.4± 24.0
114.1±25.5
.036
60.4± 12.8
57.9±11.0
.136

Drug
Variable
Creatinine, mg/dl
BUN, mg/dl
Uric acid, mg/dl
Sodium, mmol/l
Potassium, mmol/l
Chloride, mmol/l
Calcium, mg/dl

V2
0.75±0.15
14.5±2.9
5.8±1.1
142.9±1.8
4.3±0.3
106.1±1.9
9.2±0.3

安慰劑組(N＝22)
V4
Paired t test
0.78±0.18
.186
13.0±2.9
.123
5.9±1.9
.809
142.6±1.6
.661
4.2±0.4
.548
106.4±2.8
.700
9.2±0.3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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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逍遙散組(N＝21)
V2
V4
Paired t test
0.74± 0.14
0.76±0.11
.688
14.3± 3.0
13.1±3.7
.052
5.3± 0.7
5.4±1.2
.623
142.4± 2.2
142.3±1.9
.780
4.3±0.2
4.3±0.3
1.000
107.1±2.4
106.6±2.7
.548
9.2±0.4
9.2±0.3
.583

表三、加味逍遙散的藥物不良反應
篩選號碼

組別

Visit

藥物不良反應

004

安慰劑組

1

暈眩

014

安慰劑組

2

感染症

018

加味逍遙散組

1

感染症

021

安慰劑組

2

急性膀胱炎

028

加味逍遙散組

3

挫傷

031

安慰劑組

2

上呼吸道感染

表四、加味逍遙散篩選失敗的原因
篩選號碼

Visit

篩選失敗原因

007

1

撤回同意書

023

1

撤回同意書

026

1

撤回同意書

034

1

撤回同意書

037

1

撤回同意書

表五、加味逍遙散的中途退出試驗原因
篩選號碼

隨機號碼

Visit

原因

003

003

3

撤回同意書

表六、加味逍遙散試驗前後的藥物不良反應之比較
加味逍遙散組

安慰劑組

感染症

1

3

瘀青（外傷）

1

0

暈眩

0

1

藥物不良反應

2 (8.3%)

4 (16.0%)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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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捷賜瑞錠組與天麻鉤藤飲組試驗前臨床特徵及生化檢查之比較

Age, year
Male, %
Weight, kg
BMI, kg/m2
WC, cm
SBP, mmHg
DBP, mmHg
Pulse rate, bpm
Albumin, g/dL
AST, U/L
ALT, U/L
Alkaline phosphatase, U/L
Gamma-GT, U/L
Total bilirubin, mg/dl
Fasting plasma glucose, mg/dl
Fasting plasma insulin, µU/ml
HOMA-IR
HbA1c, %
TC, mg/dl
TG, mg/dl
LDL-C, mg/dl
HDL-C, mg/dl
Creatinine, mg/dl
BUN, mg/dl
Uric acid, mg/dl
Sodium, mmol/l
Potassium, mmol/l
Chloride, mmol/l
Calcium, mg/dl

捷賜瑞錠組
(N=20)
47.8±8.6
85.7
72.6±10.9
26.5±3.1
87.0±9.8
147.7±6.6
96.1±6.2
73.5±6.8
4.7±0.2
29.7±11.0
35.1±17.0
72.3±17.0
46.2±26.7
1.0±0.4
95.5±20.0
12.7±7.7
3.2±2.5
5.9±0.8
188.3±29.8
160.9±57.4
114.2±24.8
46.4±9.9
0.9±0.2
14.5±3.2
7.0±1.6
142.8±1.8
4.1±0.5
106.1±3.4
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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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鉤藤飲組
(N=20)
43.1±11.2
71.4
79.3±9.6
28.0 ±3.4
92.3±5.9
146.8±6.1
95.0±4.4
74.6±6.6
4.7±0.4
26.9±11.3
31.1±18.1
73.0±33.6
33.9±32.0
1.1±0.6
101.6±41.3
13.4±6.5
3.4±2.2
5.8±1.4
184.7±33.9
128.1±64.5
118.9±28.5
45.4±10.3
0.9±0.2
14.3±3.6
7.2±2.1
142.4±1.7
4.2±0.3
106.8±2.1
9.4±0.7

P value
0.227
0.324
0.099
0.208
0.096
0.703
0.577
0.674
0.849
0.559
0.515
0.944
0.280
0.575
0.626
0.797
0.788
0.855
0.770
0.167
0.644
0.795
0.723
0.878
0.812
0.607
0.686
0.512
0.548

表八、受試者試驗前後臨床特徵及生化檢查之比較
Drug

捷賜瑞錠組

天麻鉤藤飲組

(N=20)

(N=20)

V2

V4

Paired t
test

V2

V4

Paired t
test

71.9±11.7

72.1±11.2

0.687

80.5±9.2

80.8±8.7

0.414

26.4±3.3
WC, cm
86.2±10.0
SBP, mmHg
145.7±4.4
DBP, mmHg
94.8±5.4
Pulse rate, bpm
73.3±7.2
Albumin, g/dL
4.7±0.2
AST, U/L
31.4±10.9
ALT, U/L
37.8±16.9
Alkaline phosphatase, U/L
73.3±18.1
Gamma-GT , U/L
50.5±26.5
Total bilirubin, mg/dl
0.9±0.3
Fasting plasma glucose, mg/dl 96.4±21.5
Fasting plasma insulin, µU/ml 13.5±8.0
HOMA-IR
3.4±2.6
HbA1c, %
5.8±0.6
TC, mg/dl
184.7±29.8
TG, mg/dl
167.9±58.0
LDL-C, mg/dl
111.6±25.8
HDL-C, mg/dl
45.7±10.1
Creatinine, mg/dl
0.9±0.2
BUN, mg/dl
13.9±3.0
Uric acid, mg/dl
7.0±1.7

26.5±3.2
86.2±10.0
128.1±7.9
78.3±5.4
76.2±7.8
4.8±0.3
33.0±23.4
38.3±16.8
76.4±22.4
52.4±26.3
0.8±0.3
93.3±7.5
11.4±5.8
2.8±1.5
6.1±0.8
197.0±37.1
173.4±96.1
117.7±31.1
46.3±11.7
1.0±0.2
15.6±3.3
6.8±1.5

0.719
1.000

0.027
0.073
0.797

28.6±3.3
92.5±6.4
145.6±5.2
95.7±2.1
74.3±6.3
4.8±0.4
25.5±9.0
28.8±11.4
63.4±15.5
27.0±18.5
1.0±0.6
102.2±44.8
14.2±6.6
3.6±2.3
5.8±1.5
190.1±30.8
139.8±62.4
124.5±25.6
44.3±10.1
1.0±0.2
14.6±3.8
7.4±2.2

Sodium, mmol/l

142.8±1.9

143.1±1.8

0.738

142.5±1.8 142.0±1.8 0.309

Potassium, mmol/l

4.2±0.5

4.3±0.3

0.335

Choloride, mmol/l

106.3±3.6

105.6±1.8

0.517

9.2±0.6

9.4±0.5

0.400

Variable
Weight, kg
BMI, kg/m2

Calcium,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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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 0.001
0.216
0.072
0.810
0.929
0.373
0.801
0.050
0.579
0.395
0.389
0.151
0.068
0.848
0.298
0.739

4.2±0.3

28.7±3.1 0.427
92.4±6.4 0.586
124.7±7.2 < 0.001
79.7±4.7 < 0.001
72.3±6.3 0.261
4.8±0.3 0.851
25.3±8.9 0.931
31.7±15.6 0.148
60.0±14.5 0.019
25.0±14.0 0.307
0.8±0.3 0.103
97.8±20.6 0.554
20.2±15.3 0.182
4.9±3.7 0.314
6.0±1.4 0.072
192.0±34.5 0.740
173.2±85.6 0.052
124.8±31.6 0.954
43.6±10.6 0.437
1.0±0.2 0.910
14.5±2.2 0.913
7.5±2.1 0.851

4.2±0.4

0.497

106.7±2.3 106.3±2.5 0.626
9.4±0.8

9.3±0.3

0.554

表九、受試者試驗前後臨床特徵及生化檢查變化百分比之比較
Drug
Variable
Weight
BMI
WC
SBP
DBP
Pulse rate, bpm
Albumin
AST
ALT
Alkaline phosphatase
Gamma-GT
Total bilirubin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asting plasma insulin
HOMA-IR
HbA1c
TC
TG
LDL-C
HDL-C
Creatinine
BUN
Uric acid
Sodium
Potassium
Chloride
Calcium

捷賜瑞錠組
(N=20)
Mean
SD
-0.31
1.84
-0.24
1.88
0.01
0.39
11.99
5.24
17.32
4.97
-4.41
10.52
-3.29
5.63
-8.15
62.15
-14.61
63.42
-3.61
15.89
-1.92
25.73
0.14
0.22
0.73
13.25
-2.44
51.92
-5.12
59.06
-4.92
10.06
-6.81
12.34
-8.62
67.94
-6.57
21.49
-2.28
17.07
-5.05
6.68
-14.08
20.01
0.13
1.75
-0.19
1.79
-1.10
0.43
0.53
3.42
-1.98
7.05

*non-parametric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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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鉤藤飲組
(N=20)
Mean
SD
-0.42
1.39
-0.41
1.31
0.06
0.54
14.36
4.03
16.66
5.74
2.40
8.03
-0.28
3.20
0.17
6.48
-8.48
17.65
5.19
7.12
2.00
6.47
0.22
0.42
-0.33
14.13
-51.09
115.60
-62.60
155.73
-2.59
4.24
-1.27
10.05
-28.10
30.64
-0.57
4.62
1.54
7.69
-0.29
5.49
-4.75
26.99
-0.05
0.90
0.34
1.14
0.05
0.25
0.36
2.69
0.94
7.17

P value*

0.356
0.272
0.949
0.326
0.644
0.116
0.152
0.312
0.525
0.236
0.729
0.977
0.908
0.119
0.326
0.488
0.273
0.054
0.453
0.603
0.057
0.326
0.525
0.542
0.246
0.773
0.298

表十、受試者試驗前及試驗二個月後血壓之比較
捷賜瑞錠組 天麻鉤藤飲組
P value
(N=20)
(N=20)

Drug
試驗前
SBP, mmHg
DBP, mmHg
試驗兩個月後
SBP, mmHg
DBP, mmHg
SBP < 140 mmHg, %
DBP < 90 mmHg, %
試驗前及試驗兩個月後之比較
ΔSBP, mmHg
ΔDBP, mmHg
ΔSBP, %
ΔDBP, %
ΔSBP ≥ 20 mmHg
ΔDBP ≥ 10 mmHg
SBP <140 mmHg orΔSBP ≥20 mmHg, %
DBP <90 mmHg orΔDBP ≥10 mm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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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6.6
96.1±6.2

146.8±6.1
95.0±4.4

0.703
0.577

128.2±7.9
78.3±5.4
91.7
91.7

124.7±7.2
79.7±4.7
100.0
100.0

0.270
0.520
0.50
0.50

17.5±7.8
16.5±5.1
12.0±5.2
17.3±5.0
50.0
91.7
91.7
100.0

20.9±5.9
16.0±5.7
14.4±4.0
16.7±5.7
59.3
91.7
100.0
100.0

0.238
0.823
0.226
0.765
0.500
1.000
0.500
-

表十一、受試者試驗前及試驗一個月後血壓之比較
捷賜瑞錠組 天麻鉤藤飲組
P value
(N=20)
(N=20)

Drug
試驗前
SBP, mmHg
DBP, mmHg
試驗一個月後
SBP, mmHg
DBP, mmHg
SBP < 140 mmHg, %
DBP < 90 mmHg, %
試驗前與試驗一個月後之比較
ΔSBP, mmHg
ΔDBP, mmHg
ΔSBP, %
ΔDBP, %
ΔSBP ≥ 20 mmHg
ΔDBP ≥ 10 mmHg
SBP <140 mmHg orΔSBP ≥20 mmHg, %
DBP <90 mmHg orΔDBP ≥10 mm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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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6.6
96.1±6.2

146.8±6.1
95.0±4.4

0.703
0.577

132.9±6.9
86.1±6.2
71.4

132.3±10.4
86.9±5.5
71.4

0.866
0.751
1.000

14.9±8.1
10.0±5.9
10.0±5.2
10.3±5.8
42.9
64.3
78.6
78.6

14.5±8.5
8.1±6.9
9.9±5.8
8.4±7.2
21.4
35.7
71.4
64.3

0.866
0.751
0.978
0.451
0.420
0.257
0.500
0.678

表十二、天麻鉤藤飲的藥物不良反應
篩選號碼

隨機號碼

組別

Visit

藥物不良反應

023

022

捷賜瑞錠

4

感冒咳嗽

030

029

天麻鉤藤飲組

3

甲狀腺機能亢進

表十三、天麻鉤藤飲的嚴重藥物不良反應
篩選號碼

隨機號碼

Visit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

008

008

1

Acute cholecystitis

表十四、天麻鉤藤飲篩選失敗的原因
篩選號碼

Visit

篩選失敗原因

013

2

ALT及AST>2.5倍正常值

034

2

血壓134/90 mmHg，不符合納入排除條件

表十五、天麻鉤藤飲中途退出試驗的原因
篩選號碼

隨機號碼

Visit

原因

018

018

1

撤回同意書

035

035

1

撤回同意書

52

表十六、天麻鉤藤飲試驗前後的藥物不良反應比較
天麻鉤藤飲組

捷賜瑞錠組

感染症

0

1

內分泌系統

1

0

膽結石手術

1

0

2 (10.0%)

1 (5.0%)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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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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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102 年度第一次臨床試驗協調會

日

期：102 年 04 月 19 日

地

點：成大醫院門診大樓五樓會議室

主持人：張智仁

記錄：王端玲

出席人員：楊宜青、吳晉祥、王端玲、陳彥如、賴虹樺、廖淑婷
列席人員：吳泓璁

Ⅰ.主席報告：
1. 102 年度本中心持續獲得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之審查通過補助 102 年度兩個中
藥臨床試驗計畫，但由於政府機關預算減少，本年度之相關補助經費僅有 101
年度經費的 70%，對本中心財務的負擔上造成相當大之衝擊，請大家務必撙節
使用本年度之經費。
2. 102 年度的兩個中藥臨床試驗計畫，「評估加味逍遙散對失眠症病患之療效-雙
盲、安慰劑對照性臨床試驗」及「評估天麻鉤藤飲對高血壓病患之療效-隨機
分派性臨床試驗」已分別於 102 年 03 月 04 日及 102 年 03 月 11 日經人體試驗
委員會審查通過，請助理協助受試者之延攬與臨床試驗之進行。
3. 102 年度第一次臨床試驗訓練課程已於 102 年 04 月 19 日圓滿完成，第二次臨
床試驗訓練課程之舉辦時間預定為 102 年 8~10 月，建議可以提前至 102 年 7~9
月執行。

Ⅱ.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如何因應 102 年度本中心經費減列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1. 102 年度本中心獲得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補助經費為 101 年度的 70% (大
約減少 55 萬元左右)，對本中心的財務負擔上有不小的衝擊。
2. 如何撙節使用經費或增加本中心之財源，應有明確的方向及具體的作法。
決議：1. 102 年度本中心之一位專任研究助理及兼任行政助理費用建議改由成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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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成杏醫學文教基金會或廠商贊助款勻支。
2. 有關臨床試驗之材料費用(檢驗費)可與聯合檢驗所協商在本年度有限經
費下，做試驗計畫個案收集並發揮最大的效益。
3. 有關臨床試驗中心之雜支、印刷費、及電腦費用應適度撙節使用，減少不
必要之支出。

提案(二)
案由：加強本中心臨床試驗個案收集之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1. 102 年度之兩項臨床試驗皆已經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通過，應即加強受試
個案之納入。
決議：1. 研究助理每週上午 8 點到 9 點至醫學中心健檢病房住院檢查個案中，探詢
有無受試者是否有意願加入本中心之臨床試驗。
2. 透過本醫學中心之志工系統探詢志工本人或眷屬或所服務病人有無意願
加入本中心臨床試驗計畫之可行性。
3. 經由學校系統及各教學醫院醫療單位張貼本中心之臨床試驗相關海報及
宣傳單張，增加民眾加入本中心臨床試驗計畫之可能性。

提案(三)
案由：舉辦本中心第二次臨床訓練課程之相關事宜，請討論。
決議：有關舉辦本年度第二次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之相關事宜，建議請王端玲小姐聯
絡晉加公司安排相關課程內容，預定舉辦的時間為 102 年 7 月~9 月，同時避
開本院接受醫院評鑑之時段或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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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102 年度第二次臨床試驗協調會

時

間：102 年 06 月 14 日

地點：中藥臨床試驗中心會議室
主持人：張智仁

記錄：林昱孜

出席人員：楊宜青、吳晉祥、陳燕如、王端玲、賴虹樺、陳彥如、廖淑婷
列席人員：郭玲娟

Ⅰ. 主席報告：
102 年 6 月 13 日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來函要求本中心於 102 年 6 月 30 日前繳交期
中報告，以利補助計畫審查工作之進行。

Ⅱ.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如何因應 102 年度本中心期中報告繳交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1. 102 年 6 月 13 日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要求本中心於 102 年 6 月 30 日前繳
交期中報告，以利審查工作之進行。
決議：
1.

加味逍遙散之臨床試驗計畫於 102 年 6 月 30 日以前，儘可能完成至少 20 位研
究個案之收集，但是天麻鉤藤飲之研究計畫之執行進度稍微落後，需要加強研
究個案之延攬。

2.

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之舉辦時間預定為 102 年 8~9 月，建議可以提前至 102 年 7~8
月執行。

提案(二)
案由：如何因應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對本中心查核工作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1. 依照往例可以推估在繳交期中報告後 1~2 個月，緊接著署裡之查核工作將
會持續進行，本中心應事先妥善準備以免屆時慌亂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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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查核工作應準備之資料，應有專人專司其責，以利責任之釐清及工作
之分配。
決議：
1. 所有納入臨床研究計畫之個案報告表，請研究助理務必於 102 年 7 月 31 日前完
成；同時相關之臨床個案的不良反應及嚴重不良反應也請於 102 年 7 月 25 日前
完成。
2. 本中心內部之自我監測報告表請研究助理確實準備好並請藥局協助完成藥物查
核之相關部分。
3. 有關第二場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之舉辦相關事宜，建議請王端玲小姐聯絡晉加公
司安排相關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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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2 年 2 月 4 日 參訪：港香蘭公司(台南廠)

102 年 2 月 4 日參訪:港香蘭公司(南科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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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2 年 2 月 22 日日本 千葉大學 蒞院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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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2 年 4 月 19 日舉辦優良臨床試驗訓練課程
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訓練課程暨個案討論會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協辦單位：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成大社區醫療群執行中心
日
期：102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五)
時
間： 12：00 ~ 17：30
地
點：成大醫院門診大樓 3 樓 第一會議室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

講師

12:00~13:20

報到

13:20~13:30

開幕致詞

13:30~14:20

人體研究中的法律責任

沈雅慧醫師

14:20~15:10

臨床試驗中試驗主持人的責
任

晉加公司
許淑燕處長

主持人

張智仁教授
張智仁教授

休息

15:10~15:20
15:20~16:10

個資法對於臨床研究之影響

16:10~17:00

臨床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同意
權

17:00~17:30

綜合討論

陽明大學
吳俊穎教授

吳晉祥教授

張智仁教授

報名方式:(請線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94wac2ffD7f09dS05Y-H5TVqco1muu2g2jc3gNF-osc/view
form?sid=76d14aeac9d06498&token=RK32az0BAAA.nqxY6Zw7QEi36KyCdGhBbA.abf8J
9Te2Ve6VkJcyW9DoA
課程完成:可獲得醫學倫理 2 小時和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2 小時之學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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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02 年 11 月 8 日舉辦優良臨床試驗訓練課程
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訓練課程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協辦單位：成大醫院家庭醫學部、成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成大醫院社區醫療群執行中心
日
期： 102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五)
時
間： 12：00 ~ 17：30
地
點：成大醫院門診大樓 3 樓 第一會議室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

講師

12:00~13:20

報到

13:20~13:30

開幕致詞

13:30~14:20

從倫理角度看臨床試驗對照
組

14:20~15:10

主持人

張智仁教授

疫苗臨床試驗

晉加公司
許淑燕處長
晉加公司
沈雅慧處長

張智仁教授

休息

15:10~15:20
15:20~16:10

人體研究相關倫理規範
暨送審須知

16:10~17:00

計畫稽核之常見缺失與建議

17:00~17:30

綜合討論

成大醫院
人體試驗委員會
林婉婷 幹事
吳晉祥教授
財團法人醫藥品
查驗中心
劉文婷代小組長
張智仁教授

※報名方式：(請線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XLi5Ws8bBrVr7prJgwkwVqZHVfp1P1RcoM80kUnvP4/
viewform
※ 課程完成：可獲得研究倫理 2 小時和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2 小時之學分證明
※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聯絡方式：06-2353535 轉 3992 或 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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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2-CT-202

教學醫院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蔡長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摘

要

本中心係於民國 90 年起接受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的補助所成立，目
標為提供符合國際法規協和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ICH)所
制訂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要求之臨床試驗場所和
人員，建構高品質的中醫藥臨床試驗管理模式，以持續推動並促進中醫藥研究發
展。
為了達到研究目的，本中心實際執行工作項目說明如下：（一）中藥臨床試
驗之執行；
（二）積極拓展中醫新藥開發研究；
（三）建構臨床試驗諮詢服務系統；
（四）臨床試驗課程之持續規劃；
（五）建立臨床試驗品質保證制度。
在中藥臨床試驗之執行方面：102 年度中心執行 2 件中藥療效再評估臨床試
驗計畫案，計畫一「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萸湯對胃食道逆流疾病之
療效評估」達成收案數 90 名，計畫二「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黃耆對腦
中風後患者疲勞之療效評估」預計收案共 90 名，目前皆持續執行中；在積極拓
展中醫新藥開發研究方面：透過學校產學合作處建立院、校合作機制，獲得與生
技新藥公司發展中醫新藥研發機會；在建構臨床試驗諮詢服務系統方面：中心於
98 年 5 月因組織架構調整，而再度將網站作全面設計並陸續更新，102 年度至今
諮詢服務網部分協助藥廠或受託研究機構可行性評估共計 86 件；在臨床試驗教
育訓練課程之持續規劃方面：102 年度本院舉辦及派員參與內部臨床試驗教育訓
練課程目前為止共計 9 場，鼓勵並派遣中心人員參與院外舉辦之臨床試驗教育訓
練課程目前為止共計 4 場；在建立臨床試驗品質保證制度方面：102 年度本中心
已研擬並修訂 36 項標準作業流程，召開中心一般性會議及計畫主持人會議，接
受 1 次本院臨床試驗中心試驗監測小組監測，接受每年 1 次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中藥新藥 GCP 查核。本中心已整合中藥與新藥臨床試驗中心人力與物力資源，
希望建構整合型管理模式與系統，以提升本院臨床試驗中心之運作效率，強化本
中心執行臨床試驗之能量，期許提供試驗主持人與廠商高品質的服務，及提供中
草藥研發更臻健全的試驗環境。
關鍵詞：藥品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中藥臨床試驗、吳茱萸湯、查核

1

Number: CCMP102-CT-202

Clinical Tri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Chang-Hai Tsai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ABSTRACT
This center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subsidy granted by the Committee on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Department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since 2001.
The objectives are to provide the clinical trial site and personnel which meet the 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 formul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ICH) and to construct a high quality clinical trial management mod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so as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s of the research,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s of
work of this center are as follows: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rial; (2) active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3)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ulting services
system for clinical trial; (4) continued planning for clinical trial course; (5)
establishment of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clinical tri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rial: in 2013, this
center received 2 drug efficacy re-assessment clinical trial projects. The project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placebo control trial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Wu-Chu-Yu Tang on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completed
recruiting 90 subjects. The project "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placebo control
trial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in the patients after
stroke with fatigue " expected to recruit 90 subjects. These two projects are
currently being implemented. For the active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ur Office of Industrial
Academic Cooperation established hospital-schoo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obtained the opportunities of cooperating with the biotech and new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ulting services system for clinical trial: in May, 2009, this center redesigned and
updated the website because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revision. Since 2013, consulting
services network provided 86 feasibility evaluations for pharmaceutical factories or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so far. For continued planning for clinical trial course:
in 2013, this center organized and sent representatives to participate in 9 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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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trial education training courses. This center encouraged and sent staff to
participate in 4 clinical trial education training courses organized by external
institu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or clinical trial: in 2013,
this center drafted and amended 36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held general center
meetings and trial investigator meetings. This center was monitored for once by the
monitoring group of this clinical trial center and was inspected once per year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ew drug GCP of the Committee on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Department of Health. Our center has integrated the personne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center for clinical study in Chinese pharmacy and novel drugs,
and expect that the integrative management model and system is able to b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elevated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in the clinical study center in our hospital
and then strengthen the energy for our center to perform clinical.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high quality of service to the trial investigators and companies, and to
provide a more robust trial environment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Keywords: Good Clinical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Wu-Chu-Yu Tang,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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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生技醫藥產業快速躍進，傳統中草藥產業已面臨科學化、現代化、
國際化轉型之需求，代代相傳的國粹中醫藥源遠流長，實際應用成果已累
積數千年使用經驗與歷史背景，卻因為缺乏明確的評估指標（End-Point）
及科學化數據的支持，影響國際醫藥主流市場的認可，目前世界各國陸續
制定有關植物用藥的管理規範，希望仿效西藥新藥一樣的科學驗證方法，
查驗及管理複方(半純化)植物新藥(Botanical drugs)之醫療應用。
中草藥新藥研發固然有其特性與不同法規策略考量，但由研發階段到
上市的法規管理上，仍不偏離現行一般新藥開發的原則與規範，同樣要求
以實證資料來證實產品的安全與有效。由於天然藥材中富含多種生物活性
物質，可作為新藥研發的構想來源，因此成為國際醫療市場下一波發展的
趨勢，
「哈佛商業評論」預測中草藥現代化將是未來二十年最重要的四大產
業 之 一 。 有 鑑 於 此 ， 符 合 國 際 法 規 協 和 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ICH) 所制訂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要求的臨床試驗，將會是帶領中藥國際化之濫觴。
中醫藥典籍文獻是我國醫藥文化寶庫的重要資產，亦是我國發展中草
藥產業最大優勢，而基於精確完善的臨床驗證將推動中草藥研發與國際潮
流接軌，我國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為健全中藥臨床試驗環境，以期
提供符合 GCP 要求的試驗場所和人員，自 2001 年起持續補助拓展「教學
醫院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計畫，大力推動執行中藥臨床試驗計畫，透
過審慎嚴謹的臨床科學驗證，希冀能增進國人健康福祉，進而厚植中醫藥
競爭力得以進軍國際市場。
本院自開創成立即以中醫部門獨樹一格，本中心自接受行政院衛生署
中醫藥委員會的補助設置後，積極規劃及完備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軟硬體設
備，整合資源投入執行中藥臨床試驗計畫案。國內首宗中藥新藥-「壽美降
脂一號膠囊」即由本院前院長林正介教授與廠商合作之中藥新藥查驗登記
計畫案，於 2005 年取得衛生署第一張中藥新藥藥品許可證(許可證字號：衛
署藥製 047152)。本中心更於 2006 年率先執行國內第一個中藥生物相等性
(Bioequivalence, BE)的臨床試驗計畫案「建立以健康人體比較方劑濃縮製劑
與傳統煎劑中指標成分生體相等性之研究模式」。
在中心聘任人員實際協助執行中藥臨床試驗，迄今累計共 26 件，包括
療效再評估：22 件(佔 84.6%)，中藥新藥查驗登記(IND)：3 件(佔 11.5%)，
生物相等性試驗計畫：1 件(佔 3.8%)。其中，與神經外科部合作之「黃耆治
療自發性腦出血水腫」研究成果，2012 年已獲發表於國際學術論文期刊
(SCI)，Impact factor：4.774。
4

本院兼具中西醫發展特色，亦是國內具多年「中醫藥生物科技」研發
經驗之醫學中心，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主任─謝慶良教授團隊之中藥黃耆對
腦水腫轉譯研究，促成與全國第一家「生技新藥」上市廠商合作研發中藥
新藥之契機，引進逾千萬元簽約金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案。未來期望能持
續加強電子化系統發展，提供更臻健全的試驗環境，積極拓展中藥新藥開
發研究，開啟中藥新藥邁向國際化主流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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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本中心持續推展以下工作項目：(一) 中藥臨床試驗之執行；(二)積極拓
展中醫新藥開發研究；(三)建構臨床試驗諮詢服務系統；(四)臨床試驗教育
訓練課程之持續規劃；(五)建立臨床試驗品質保證制度。以提供符合
ICH-GCP 要求之臨床試驗場所及人員，協助推動及執行高品質的中醫藥臨
床試驗，並不斷培育中醫藥臨床試驗優質人才，藉由科學性驗證使中藥具
有競爭力，達成進軍國際市場之任務。
為完成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之規劃要求，今年度二件中藥療效
再評估臨床試驗計劃由本中心執行，分別為中醫部結合內科部消化系，以
及中醫部結合神經部、神經外科部與復健部，皆為跨部合作之隨機、雙盲
試驗設計，針對患者給予中藥治療進行療效評估。
一、中藥臨床試驗之執行
(一)「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萸湯對胃食道逆流疾病之療效
評估」
：102 年度本中心通過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補助研究子計畫
1. 試驗地點、負責醫師及研究人員：
試驗地點方面將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執行；臨床試驗
資料在試驗期間於中藥臨床試驗中心進行處理與保管。負責醫
師及研究人員為計畫主持人賴學洲醫師；協同主持人謝慶良醫
師、施宜興醫師、陳洋源醫師、周仁偉醫師、余承儒醫師、馮
俊龍醫師、李采娟教授，並由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研究護理師協
助進行收案。
2. 試驗目的：
探討吳茱萸湯對胃食道逆流疾病改善之療效，蒐集胃食道
逆流疾病患者 90 位，隨機分為對照組和治療組。以 RDQ
Questionnaire 量表、GerdQ 量表評估病患之胃食道逆流情形在使
用吳茱萸湯或氫離子幫浦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治
療前後的差異。預期本研究的結果可以作為以隨機、雙盲、對
照組方法來驗證吳茱萸湯治療胃食道逆流疾病的實證醫學研
究，及與現行使用西藥 PPI - Omeprazole 療效對比之先驅研究。
3. 試驗說明、簡介：
(1) 所謂胃食道逆流疾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是指
因胃內容物逆流所產生的徵狀和併發症而言，包括食道內如
逆流性食道炎；和食道外如咳嗽等（王耀廣等, 2012）。由於
飲食習慣的改變和檢查技術及資料分析的進步，胃食道逆流
疾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在亞洲地區有
6

增加的趨勢（王耀廣等, 2012；Goh, 2011）
。據統計台灣胃食
道逆流的流行率從 1995 年到 2002 年增加了 2.5 倍（Lien et al.,
2009），推測台灣一般社會的流行率為 25%（Hung et al.,
2011）。
(2) 胃食道逆流疾病常見的症狀是心口灼熱感（heartburn）和胃
酸逆流（acid regurgitation），以及食道外的相關症狀如慢性
咳嗽、氣喘、喉炎等（王耀廣等, 2012；Klauser, 1990；De Giorgi
et al., 2006），以及吞嚥困難、吞嚥疼痛、非心臟性胸痛等
（Kahrilas, 2003）。
(3) 一般認為造成胃食道逆流是多因素，包括暫時性的下食道括
約肌的鬆弛和下食道括約肌壓力不正常導致胃酸、膽汁、胰
臟酶逆流使食道黏膜損傷（De Giorgi et al., 2006）
。至於胃食
道逆流的診斷除了症狀以外，包括逆流的監測、食道壓力的
測量、內視鏡檢查等，而治療包括生活型態改變、抑制胃酸、
促進蠕動、抗胃酸逆流手術和內視鏡治療等等（De Vault et al.,
2005）。
(4) 氫離子幫浦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能夠抑制胃
酸分泌和減輕症狀以及促進食道損傷的修補，因此目前是胃
食道逆流疾病的主要治療藥物（Moayyedi et al., 2011;王耀廣
等, 2012），但由於 PPI 的順從性不佳、胃排空緩慢以及過渡
敏感等因素，據統計約有 40～50%的非糜爛性胃逆流疾病的
人無效，而且長期使用會產生骨折、社區型肺炎和腹瀉等（王
耀廣等, 2012）。
(5) 吳茱萸湯由吳茱萸、人參、大棗和生薑所組成，據中醫典籍
《醫方集解》和《傷寒論》的記載吳茱萸湯可以用來治療陽
明證食穀欲嘔；少陰證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或厥陰
證乾嘔吐涎頭痛（清．汪訒庵）
。又吳茱萸可以緩和胃腸的緊
張，促進胃腸的蠕動（丁鐵宗和鳥居, 2009）。因此本研究的
目的是評估傳統方劑吳茱萸湯對胃食道逆流疾病的療效，並
與 PPI-Omeprazole 做比較。
4. 受試驗者數目及選擇標準：
受試者樣本數估算預計收案共計 90 名。我們於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篩選過去三個月平均每週至少一次以上發生有心口
灼熱感（heartburn）或胃酸逆流（acid regurgitation）現象，並
經胃內視鏡檢查、肝臟超音波和 KUB-X 光檢查排除癌症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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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性潰瘍、膽結石（包括肝內和總膽管）的患者。
納入基準（inclusion creteria）
(1) 性別：男性或女性。
(2) 年齡：從 20 歲（含）至 75 歲（含）
。
(3) 診斷為胃食道逆流疾病。
(4) 有心口灼熱感（heartburn）或胃酸逆流（acid regurgitation）
現象。
(5) 經詳細說明整個研究目的或流程後，自願參加研究並簽署同
意書。
排除基準（exclusion criteria）
(1) 排除消化性潰瘍、膽結石（包括肝內和總膽管）及重大疾病
如：癌症。
(2) Barrett’s esophagus 或食道狹窄。
(3) 食道、胃十二指腸手術史。
(4) 解黑便懷疑消化道出血者。
(5) 有酒精或藥物濫用史。
(6) 已知對試驗藥物有過敏史的患者。
(7) 患有精神疾病無法合作者。
(8) 懷孕婦女或正在授乳之婦女。
(9) 肝功能異常 SGOT 和 SGPT 大於正常值的 2 倍。
臨床試驗設計：
試驗設計：本研究設計為隨機、雙盲、對照的研究。
樣本數之估算：
若本研究之第一誤差設定為 0.05，而第二誤差設定為 0.1，
即本研究之檢力為 0.9，假設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為評估吳茱萸
湯對於胃食道逆流病人在 RDQ 和 GerdQ 量表分數的改善情形，
若吳茱萸湯組在治療後 RDQ 量表分數相對於控制組 RDQ 量表
分數的均值差異為 1.2，兩組的標準差假設為 1.4，標準化差異
(standardized effect size)則為 0.86。
由若本研究要有能偵測出此效果，則各組需 30 名受訪者
(Hulley, 2001)(其公式為 N =

(1

q1

+ 1

q2

) * S 2 ( zα + z β ) 2
E2

， α 為第一

誤差； β 為第二誤差 z 為標準常態值； q1 和 q 2 為兩組人數所佔
之百分比，在此每組各占百分之五十；E 為療效大小；S 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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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差；N 為各組所需要的人數)。
假設隨機分配後尚有存留干擾效應，需使用統計模式來控
制此干擾效應，假設需要調整之干擾變項有 2 項，則各變項需
增加 10%的樣本數，則各組所需的總樣本數為 36 人。假設研究
過程中有 20%的參與者退出本研究，則研究起始點各組需要網
羅 45 位病人，因此，本研究預定網羅 90 位之樣本應有充分的
統計檢力(power)來偵測此效應。
9. 試驗進行方法：
(1) 吳茱萸湯試驗用藥的製作：本研究吳茱萸湯製劑來自於順天
科學藥廠，並委託包括吳茱萸、人參、大棗和生薑的基源鑑
定、產地、製作流程，及進行重金屬、微生物和農藥殘留之
檢測。
(2) 分組：隨機分對照組和治療組、雙盲試驗，且二組分析族群
在性別、年齡、患者病齡、嚴重程度上應無明顯差異。
對照組：服用 Omeprazole（20mg）一次，以及每日早、中
和晚各服用吳茱萸湯安慰劑 3.0 克，連續四週。
治療組：服用 Omeprazole（20mg）安慰劑一次，以及每日
早、中和晚各服用吳茱萸湯 3.0 克，連續四週。
10. 評估：
二組皆在服用試驗藥物之前進行第一次評估，隨即開始服
用試驗藥物，滿四週後停藥，即不服用試驗藥物，並進行第二
次評估（28 ± 5 天）
，8 週後進行第三次評估（56 ± 5 天）
。
組別
對照組

服藥前

藥物介入

服藥後 4 週

服藥後 8 週

O1

X1

O2

O3

O4

X2

O5

O6

R
治療組

X1 表示 Omeprazole（20mg）加吳茱萸湯安慰劑；
X2 表示服用 Omeprazole（20mg）安慰劑加吳茱萸湯；
O 表示觀測值；R 表示隨機

11. 實驗室檢測：
服藥前、服藥 4 週後進行生化（SGOT、SGPT、BUN、
Cretinine）及血液（RBC、WBC、Hb、platelet）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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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評量表的填寫：
(1) RDQ Questionnaire 量表：治療前、治療 4 週（28 天± 5）及
第 8 週（56 天± 5）。
(2) GerdQ 量表：治療前、治療 4 週（28 天± 5）及第 8 週（56
天± 5）。
13. 療效判定標準：
(1) Primary outcome measure：根據 RDQ Questionnaire 量表分數
變化。
(2)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根據 GerdQ 量表分數變化。
(3) 安全性評估：二組患者在服藥前、服藥 4 週後，分別採血檢
驗全血計數及肝腎功能以觀察中藥安全性。
14. 資料之蒐集處理及統計分析方法：
(1) 本研究的分析族群將採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因此，分析
族群的定義以隨機分配之治療為主（based on their assigned
treatment）
，而不論其醫囑性（compliance）
，此方法的優點為
較不會有高估療效的情形，較無未遵醫囑的誤差
（non-compliance bias）。未遵醫囑通常為非隨機的，其發生
情況通常在研究進行中，病人因獲得介入有效的訊息而改採
用介入之治療，若將此類病人排除，將導致無法偵測有效介
入之療效，若以實際接受治療（actual treatment）為分析的分
組，則將高估療效。而採用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的方式
下，若能偵測介入的療效，表示此介入至少有此研究所偵測
到的效應，此方法亦為臨床試驗分析中最常被使用的。
(2) 評估各組病人研究起始點疾病相關變項的可比較性（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當疾病相關變項為連續時，將採
t 檢定或 Wilcoxon rank-sum 檢定（將視變項的分布情形）
，若
疾病相關變項為類別變項如性別、中風類別，則將採用卡方
檢定或 Fisher’s exact test（當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格子的期望
值小於 5 時將採用卡方檢定，但當有超過百分之二十格子的
期望值小於 5 時將採用 Fisher’s exact test）。
(3) 評估不同時間點各組療效指標的差異，因療效指標變項 RDQ
和 GerdQ 量表為連續變項，將採複回歸或廣義線性模式，主
要為調整研究起 始點各組數值有所不同所造成的干擾作用，
當評估變項為藥物不良反應時，因為是類別變項，則將採用
羅吉斯回歸模式（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此亦為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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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起始點各組數值有所不同所造成的干擾作用。
15. 副作用、禁忌與注意事項：
吳茱萸歸肝、脾、胃經，有溫中補虛、降逆止嘔之功，外
治口舌生瘡；而人參、大棗和生薑為一般食品及民間常用品。
順天科學中藥藥品要覽（2002 年版）
：注意事項為熱性之嘔吐、
頭痛、胃腹痛不宜。根據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和清朝汪訒
庵《本草備要》的記載：吳茱萸有小毒；孫思藐曰：陳久者良，
閉口者有毒；
《本草綱目》:葉無毒；一般民眾不宜自行購買生藥
材。中醫以吳茱萸為主藥的成方很多，吳茱萸湯-為衛生署核發
藥品許可證的傳統方劑，本次研究委託順天堂 GMP 藥廠製作包
裝及安全檢驗。
氫離子幫浦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已上市使用
多年，目前是胃食道逆流疾病的主要治療用藥，其常見的副作
用包含頭痛、噁心、腹瀉等，若長期使用可能會增加骨折風險、
社區型肺炎感染等。
(二)「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黃耆對腦中風後患者疲勞之療效評
估」：本中心持續協助 101 年度通過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補助研究
計畫案
1. 試驗背景：
(1)根據衛生署統計中風一直高居我國十大死因的第三位。疲勞
是普遍在中風後的患者，尤其是女性和高齡患者（Mead et al.,
2005）
。有研究統計中風後二年仍存活的患者，有 10%的患者
一直都感到疲勞以及 29.2％的患者經常感到疲勞，而中風後
三年有疲勞症狀的患者有較高的死亡率（Glader et al., 2002）
。
有研究認為中風的疲勞症候群是來自於中樞而非來自於因中
風增加身體上的努力（physical effort）的結果，由於在中風後未
出現神經學上缺損的患者人有高程度的疲勞症狀（Winward et
al., 2009）。腦中風後的疲勞不同於憂鬱，且腦中風越嚴重患
者越容易出現疲勞（Windward et al., 2009）
。因此，中風後疲
勞的研究是一件重要的課題。
(2)疲勞為氣虛證的症狀之一，而黃耆為諸藥之長，又能補中益
元氣（汪訒菴, 2000）。先前我們研究的結果已知黃耆治療能
增加出血性中風患者的 function independent measure （FIM）
分數，也就是說黃耆能促進出血性中風患者的恢復（Chen et
al., 2012）
。另外，近 代藥理 研究顯示 黃耆含 有皂
苷、黃 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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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類和多糖類，能延長小鼠游泳時間、清除氧化自由基、
抗氧化延緩衰老以及調節免疫作用（張鐵軍和陳長青,
2007）。
試驗地點、負責醫師及研究人員：
試驗地點方面將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執行；臨床試驗
資料在試驗期間於中藥臨床試驗中心進行處理與保管；負責計
畫主持人為神經部劉崇祥醫師，合作單位包括：中醫部、神經
部、神經外科部及復健部，並由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研究護理師
支援協助收案。
試驗目的：
探討黃耆對腦中風後患者疲勞改善之療效，蒐集腦中風後
患者 90 位，隨機分為控制組和治療組。以 EORTC QLQ-C30、
簡式疲勞量表、SF-36 量表評估病患之疲勞情形在使用黃耆治
療前後的差異。預期本研究的結果可以作為以隨機、雙盲、對
照組的實證醫學方法來驗證黃耆治療腦中風後患者疲勞的先驅
研究。
納入基準（inclusion criteria）：
(1) 性別：男性或女性。
(2) 年齡：從 40 歲（含）至 80 歲（含）
。
(3) 中風 3 個月後。
(4) 出血型或梗塞型中風。
(5) 在篩選過程中疲勞分數≧4 分。
(6) 能理解語言或可用語言表達。
(7) 經詳細說明整個研究目的或流程後，自願參加研究並簽署同
意書。
排除基準（exclusion criteria）
(1) 患有精神疾病無法合作者。
(2) 重大疾病如癌症、慢性阻塞肺疾病、心臟衰竭或心肌梗塞，
慢性腎衰竭、肝硬化。
(3) 懷孕婦女。
(4) 正在授乳之婦女。
臨床試驗設計：
(1)試驗設計：本研究設計為隨機、雙盲、對照的研究。
(2)樣本數之估算：
若本研究之第一誤差設定為 0.05，而第二誤差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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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即本研究之檢力為 0.9，假設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為評
估黃耆對於中風病人在疲倦量表分數的改善情形，若黃耆組
在治療後疲倦量表分數相對於控制組疲倦量表分數的均值差
異為 3，兩組的標準差假設為 3.5，標準化差異(standardized
effect size)則為 0.86。
由若本研究要有能偵測出此效果，則各組需 30 名受訪者
(Hulley, 2001)(其公式為 N =

(1

q1

+ 1

q2

) * S 2 ( zα + z β ) 2
E2

，α 為第一

誤差； β 為第二誤差 z 為標準常態值； q1 和 q 2 為兩組人數所
佔之百分比，在此每組各占百分之五十；E 為療效大小；S
為標準差；N 為各組所需要的人數)。
假設隨機分配後尚有存留干擾效應，需使用統計模式來
控制此干擾效應，假設需要調整之干擾變項有 2 項，則各變
項需增加 10%的樣本數，則各組所需的總樣本數為 36 人。假
設研究過程中有 20%的參與者退出本研究，則研究起始點各
組需要網羅 45 位病人，因此，本研究預定網羅 90 位之樣本
應有充分的統計檢力(power)來偵測此效應。
7. 試驗進行方法：
(1)黃耆試驗用藥的製作：
本研究黃耆製劑來自於順天科學藥廠，並委託包括黃耆
的基源鑑定、產地、製作流程，及進行重金屬、微生物和農
藥殘留之檢測，以及以黃耆指標成份 Astragaloside IV 之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鑑定。
(2)分組：
隨機分治療組和對照組、雙盲試驗，且二組分析族群在
性別、年齡、患者病齡、嚴重程度上應無明顯差異。
控制組：除了常規之醫療照護外，每日早、中和晚各服用
黃耆安慰劑 2.8 克，連續四週。
治療組：除了常規之醫療照護外，每日早、中和晚各服用
黃耆 2.8 克，連續四週。
（黃耆一錢 3.75 克，濃縮成科學
中藥 2.8 克）
。
(3)評估：
二組皆在服用試驗藥物之前進行第一次評估，隨即開始
服用試驗藥物，滿四週後停藥，即不服用試驗藥物，並進行
第二次評估（28 天± 5）
，12 週後進行第三次評估
（84 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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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控制組

服藥前

藥物介入

服藥後 4 週 服藥後 12 週

O1

X1

O2

O3

O4

X2

O5

O6

R
治療組

X1 表示採用常規之醫療照護加黃耆安慰劑；
X2 表示採用常規之醫療照護加服用黃耆；
O 表示觀測值；R 表示隨機

(4)實驗室檢測：
服藥前、服藥後 4 週及服藥後 12 週進行生化（SGOT、
SGPT、BUN、Cretinine）及血液（RBC、WBC、Hb、platelet）
檢查。
(5)評量表的填寫：
憂鬱量表(CES-D)、簡易智能狀態測驗(MMSE)、巴式量表
(BI)、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量表(IADL)：治療前。
 EORTC QLQ-C30（version）台灣中文版：治療前、治療
後 4 週（28 天± 5）及治療後 12 週（84 天± 5）。
簡式疲勞量表：治療前、治療後 4 週（28 天± 5）及治療
後 12 週（84 天± 5）。
 SF-36 量表：治療前、治療後 4 週（28 天± 5）及治療後
12 週（84 天± 5）。
8. 療效判定標準：
(1) Primary outcome measure：根據 EORTC QLQ-C30 和簡式疲
勞量表的分數變化。
(2)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根據 SF-36 量表分數變化。
(3)安全性評估：二組患者在服藥前、服藥後 4 週及服藥後 12 週，
分別採血檢驗全血計數及肝腎功能以觀察中藥安全性。
9. 副作用、禁忌與注意事項：
黃耆為常用的中藥，一般民眾自行買來作為補氣之品。臨
床上尚未有嚴重副作用、禁忌的報導。先前我們已完成黃耆對
急性出血型中風之療效研究，並沒有發現副作用、禁忌。
10. 資料之蒐集處理及統計分析方法：
(1) 本研究的分析族群將採 intend-to-treat analysis，因此，分析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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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定義以隨機分配之治療為主（based on their assigned
treatment）
，而不論其醫囑性（compliance）
，此方法的優點為
較不會有高估療效的情形，較無未遵醫囑的誤差
（non-compliance bias）。未遵醫囑通常為非隨機的，其發生
情況通常在研究進行中，病人因獲得介入有效的訊息而改採
用介入之治療，若將此類病人排除，將導致無法偵測有效介
入之療效，若以實際接受治療（actual treatment）為分析的分
組，則將高估療效。而採用 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 的方式
下，若能偵測介入的療效，表示此介入至少有此研究所偵測
到的效應，此方法亦為臨床試驗分析中最常被使用的。
(2) 評估各組病人研究起始點疾病相關變項的可比較性（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comparison）
，當疾病相關變項為連續時，將採
t 檢定或 Wilcoxon rank-sum 檢定（將視變項的分布情形）
，若
疾病相關變項為類別變項如性別、中風類別，則將採用卡方
檢定或 Fisher’s exact test（當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格子的期望
值小於 5 時將採用卡方檢定，但當有超過百分之二十格子的
期望值小於 5 時將採用 Fisher’s exact test）。
(3) 評估不同時間點各組療效指標的差異，因療效指標變項疲倦
量表為連續變項，將採複回歸或廣義線性模式，主要為調整
研究起始點各組數值有所不同所造成的干擾作用，當將療效
指標變項轉化為類別時，則將採用羅吉斯回歸模式（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此亦為了調整研究起始點各組數值有所
不同所造成的干擾作用。
二、積極拓展中醫新藥開發研究
本院為積極發展中醫新藥開發與生技產業發展，從 93 年度開始透過學
校生物科技發展育成中心建立院、校廠商計畫案之合作關係，以整合學校
與醫院的研究資源，協助廠商縮短臨床試驗進案的流程，提昇研究與發展
的效率。中國醫大於 97 年 9 月 9 日成立校院產學合作辦公室，整合中國附
醫及各學院、研發處、育成中心等資源設備、專業人才，更於 99 年 8 月 1
日將產學合作辦公室提升為學校一級單位-「產學合作處」，納入原來的「生
物科技發展育成中心」外，另設置「研發加值中心」
、
「智財技轉中心」
，以
單一窗口推動校、院產學合作。
本院自設立起即以中醫部門而獨樹一格，是國內具多年「中醫藥生物
科技」研發經驗之附設醫院，具有完整的生物科技研究硬體設施、軟體與
臨床試驗支援機制，秉持研發加值、創造共贏的理念，建立醫院、學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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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計畫案良好合作關係，並不定期與國內外醫院或大學學院進行經驗交流
討論會，更進一步配合政府的科技發展策略，創造一個可以引導中醫藥生
物科技產業生存與早期成長的培育環境。
三、建構臨床試驗諮詢服務系統
本中心主要以網站以及專線建構諮詢服務系統，為計畫主持人、臨床
試驗相關人員、一般民眾或病患以及廠商，提供一個開放式平台，藉此可
以取得或發佈臨床試驗相關訊息。在網站方面，中心持續不斷更新、充實
網站資訊，達到給予參訪人員便利又實用之益處；在諮詢專線方面，藥廠
或受託研究機構若有意在本院進行臨床試驗計畫，可透過本中心協助評估
本院臨床試驗之基礎建設、人力、設備與空間等相關資源，以及透過本中
心代為接洽計畫主持人或轉寄可行性評估問卷給潛在之計畫主持人。另外，
也陸續安排中心人員接受教育訓練，熟悉各種臨床試驗相關法規與流程，
以協助各查詢單位人員解決試驗相關問題，提供專業又有效率之諮詢服
務。
四、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之持續規劃
教育訓練的目的，即在透過訓練，有系統地將知識整合、分享，進而
創造有價值的能量。本中心在醫院內部不定期舉辦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
與限定臨床試驗專業人員進階的臨床試驗實務訓練課程，以期增加參與試
驗人員的臨床試驗相關知識，進而落實遵循 GCP 規範執行臨床試驗；對外
則派遣本中心人員至院外參加臨床試驗相關訓練課程培訓，以掌握環境變
動資訊及增進適應能力，並藉此機會與院外的相關專業人員進行交流及學
習。中心也會不定期召開例行性會議及主持人會議，共同討論中心業務運
作及研究案相關問題。
五、建立臨床試驗品質保證制度
將每一項業務建立合宜的事務流程及管理辦法，製訂各項工作手冊與
標準作業程序，並不斷探討工作流程的合理性，作為增修、刪改依據，提
昇本院臨床試驗環境品質。中心也透過召開或參與各式會議如計畫主持人
會議、中心例行性會議，協調中心一般行政事務、建立各項規章辦法、探
討各研究案之需求與問題。遵循 GCP 規範來協助中心內各研究案之收案與
追蹤，協助資料之蒐集、輸入與試驗執行報告之撰寫，確保臨床試驗資料
之正確性、可驗證性與安全性，並注重受試者安全之保障。辦理或接受內
部監測、外部監測、本院研究倫理委員會稽核與衛生署中藥新藥 GCP 查核，
以進行缺失改善並進而提高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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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中藥臨床試驗之執行成效
基於本院多年來累積中草藥臨床試驗成果，因此獲得與多家生技新藥
股份有限公司簽約研發中草藥成份之新藥。而本中心承蒙衛生署中藥委補
助「黃耆治療自發性腦出血水腫之療效研究」子計畫，完成後結果發現黃
耆可以改善自發性腦出血患者的預後，於 2012 年已獲發表於 Hindaw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 Volume 2012, Article ID 708452, 11 pages ， doi:
10.1155/2012/708452，Impact factor：4.774。
102 年度計畫投入人力包含本院校之中西醫臨床專科醫師、中藥局藥師、
生物統計專家、研究護理師等，由本中心人員實際執行試驗計畫說明如下(如
附件一)：
(一) 試驗主題-「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萸湯對胃食道逆流
疾病之療效評估」
1. 本案通過 102 年度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補助，試驗主持人為內
科部消化系賴學洲醫師，預定收案總人數 90 人。
2. 協助準備送審本院研究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REC)的各項申請
作業，於 102 年 02 月 22 日通過 REC 核准。
3. 完 成 美 國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NIH) 之 網 站 註 冊 ， 取 得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NCT01822106。
4. 完成藥物臨床試驗責任保險納保作業，確保受試者參與試驗期
間之權益獲得保障。
5. 會辦院內各相關部門，溝通協調執行試驗所需的支援配合事
項。
6. 委託中醫大生統中心製作隨機分派表及相關作業，確保試驗隨
機雙盲設計機制。
7. 子計畫所需臨床試驗用藥，分別委託中、西藥 GMP 藥廠完成檢
驗包裝及品質管控。
(1) 吳茱萸湯-為衛生署核發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 030211 號)
的傳統方劑，成份包括：吳茱萸、人參、大棗和生薑，本次
研究委託順天堂 GMP 藥廠進行 「吳茱萸湯」基原鑑定、相
關檢測及製藥，提供常用生藥標本鑑定書、成品檢驗報告表、
HPLC 分析報告等，協助完成試驗用藥分組包裝及品管，劑
型為濃縮科學中藥粉(散劑)，每鋁箔包裝之含量為 3.0 克。
二組藥物於外觀上無任何差異，但吳茱萸湯 placebo 並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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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效果。
(2) Omeprazole 為氫離子幫浦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
目前是胃食道逆流疾病的主要治療用藥，已上市使用多年，
廠牌為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藥品許可證號：衛署藥
製字第 043445 號。購買同一批號 Omeprazole 膠囊後，全部
委託由 GMP 藥廠-東洋製藥協助製作及包裝，確認二組藥物
於外觀上無任何差異，但 Omeprazole placebo 並無治療效
果。
8. 本院由具備 GCP 訓練之專責中藥師，負責中藥臨床試驗藥庫管
理，協助臨床試驗用藥點收入庫與相關管理作業。
9. 自 4 月底正式進入執行收案階段，收案與追蹤情形如下：
篩選(screen) 90 人、篩選後排除(screen out) 0 人；納入
(random) 90 人、納入後退出(drop out) 11 人；已全部完成
(Complete)共 63 人；持續追蹤進行中(ongoing)共 16 人。
10. 未完成退出原因分析如下：Lost to follow up、Palpitation (AE)、
Stopped drug over the limit、Epigastric pain persist、Withdraw
consent、Elevated baseline liver enzymes-GOT: 236 IU/L、GPT:
346 IU/L (AE)、acid reflux worse (AE)、Epigastric pain intermittent
progressed (AE)。試驗醫師針對受試者不適狀況，皆予以專業評
估與說明，依循 GCP 尊重受試者意願決定繼續或退出。
11. 本計畫截至目前為止通報不良事件共 13 件( 10 人/13 人次)：
Right knocking pain 、 dysuria 、 vomiting 、 Gastritis and
gastroduodenitis、Urinary tract infection、Fatigue、Constipation on
occasion、Palpitation、Abdominal pain off and on、Paralytic ileus、
Elevated baseline liver enzymes、acid reflux worse、Epigastric pain
intermittent progressed；發生嚴重不良事件共 0 件。
12. 由於計畫補助規定限申請一年期，為了加強收案進度，採取積
極招募胃食道逆流受試者措施，除了原本提供給民眾書面的傳
單，也在院內二處候診區看板張貼海報，並於試驗中心及本院
官方網站首頁公佈招募訊息，且針對胃食道逆流族群開設特別
門診。102 年度依預定進度已完成收案目標 90 人(達成率
100%)。
(二) 試驗主題-「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黃耆對腦中風後患者疲勞
之療效評估」
1. 本案為通過 101 年度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補助之子計畫案，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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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主持人為神經內科劉崇祥醫師，預估收案總數 90 人，102 年仍
由本中心項下人員持續協助收案。
收 案 前 協 助 取 得 本 院 REC 核 准 函 ， 並 完 成 美 國
NIH-clinicaltrials.gov 網站註冊，自試驗用藥入庫後，101 年 5 月
份開始正式收案，至 101 年底收案共 35 人。
本計畫依規定於核准執行期間屆滿前，向本院研究倫理委員會
(REC)申請試驗延長，獲准持續試驗計畫有效期間至 103 年 01
月 27 日。
協助本案辦理延長 102 年臨床試驗保單效期。
為了增加符合收案條件 patient pool，故申請調增協同主持人，包
括神經部-呂明桂醫師、許致善醫師；神經外科部-陳春忠醫師、
李漢忠醫師、鄭宇凱醫師；復健部-周立偉醫師等，以促進協助
完成收案，於 102 年 01 月 24 日通過研究倫理委員會(REC)核准
修正案。
至目前為止，累計收案數及追蹤狀況分析如下：
篩選(screen) 69 人、篩選後排除(screen out) 0 人，篩選排除
率(screen out rate) 0 %；納入(random) 69 人、納入後退出(drop out)
8 人，納入後退出率(drop out rate) 11.6 %；已全部完成(Complete)
共 58 人；持續追蹤進行中(ongoing) 共 3 人。
本計畫截至目前為止，不良事件(AE)通報共 8 件為：Headache、
Sciatica、Dizziness、Right hemicrania、Cough、Contusion part of
trunk、Dry mouth and tongue、Urgent micturition。嚴重不良事件
(SAE)共發生 2 件為：Colon cancer、Consider recurrent stroke。
(1)受試者-識別代號 Sno.：021 發生 SAE 詳述如下：受試者於 101
年 09 月 04 日參加試驗，開始用藥-黃耆/黃耆 placebo (尚未解盲)，
服藥一個月至 101 年 10 月 02 日即停藥，依計畫二個月後再追蹤
評估問卷了解疲勞情況。在追蹤期間，受試者因參加結直腸癌健
康篩檢，大便篩檢的報告結果異常，101 年 11 月 07 日確定診斷
罹患大腸癌住院，並於 11 月 09 日接受手術切除治療；試驗主持
人評估因果關係為不太可能相關(unlikely)。此嚴重不良事件依規
定填妥相關表格通報至全國中草藥不良反應通報中心、本院人體
試驗委員會(現稱 REC)及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現稱衛生福利部
中醫藥司)，相關通報記錄完整存檔備查，之後並無其他受試者
再發生相同 SAE。(2)受試者-識別代號 Sno.：067 發生 SAE 詳述
如下：受試者於 102 年 10 月 23 日參加試驗開始用藥，服藥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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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02 年 11 月 20 日即停藥，回診時無異常不適情況，依計畫
二個月後再追蹤評估疲勞情況。11/23 病患因為噁心、嘔吐、肚
子悶痛、頭暈，且全身虛弱無力，由家屬送至本院急診室，會診
神經部醫師建議住院進一步治療。住院期間意識清楚、可自行下
床行走，經醫療處置及檢驗檢查，病患肚子痛、頭暈等狀況改善，
於 102 年 11 月 28 日辦理出院並安排門診追蹤。
二、拓展中醫新藥開發研究之成效
在中國醫大暨醫療體系蔡長海董事長帶領下，中國醫大榮登世界學術
頂尖五百大學，盛大舉辦「第二屆台灣中醫藥臨床與研究成果發表會」
，吸
引近 200 名校內外醫師、中醫師、老師、學生與專業人士參加。本次邀請
台灣中醫藥臨床與研究方面之翹楚，發表時代性的學術專題演講，其中，
謝慶良教授擔任本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主任，其研發團隊已經成功發展動
物模型，作為中藥或方劑的試驗平台，目前利用管腔內阻斷法建立暫時性
中大腦動脈阻塞腦梗塞動物模型，正進行黃耆治療缺血性中風與神經再生
之探討，期待研究成果將再拓展醫學領域的新視野。
中草藥現代化及科技化成為新興領域，中國醫大受邀前往賽亞基因科
技參訪交流，雙方洽談建構「中草藥基因資料庫」
，藉由疾病基因科技找到
藥物療效的關聯性，可應用於「新方開發」及「老藥新用」的發展上，中
草藥將透過療效驗證科學化，展開國際舞臺突破性發展的新契機。雙方研
發團隊期盼整合東方中草藥學與西方基因科技，共同攜手打造「中草藥基
因體分析與應用開發平台」
，並計畫逐步擴充，未來預期將在亞太地區開創
無限商機。
泰國前副總理、前曼谷市長張隆（Chamlong）率團來台參訪產學合作
運作現況，團員們對於植物來源的生物科技發展興趣濃厚，中國醫大產學
合作處吳金濱產學長親自導覽校內的台灣首座數位化中醫藥博物館，研發
台灣特有高貴藥用植物《台灣金線連》
、《台灣骨碎補》首屈一指的吳金濱
產學長表示，台灣金線連和台灣骨碎補具獨特的藥理成份與保健功效，能
滿足銀髮族改善骨質疏鬆、調節免疫等多重功能的需求，已經吸引國內外
生技公司的高度興趣。本次交流不但介紹院校研發團隊的專利和知識技術，
產學長也允諾協助代訓專業人才，促進產學合作接軌國際化。
基於本院校醫療體系擁有優秀的醫療人才和研究團隊、健全完整的臨
床研究和試驗架構，天津天士力集團總裁孫鶴率團參訪本院並進行產學合
作諮詢會議，該公司現有 9 處生產基地，2002 年在上海股票上市，2012 年
銷售金額達 160 億人民幣，其中藥複方丹參滴丸 Dantonic（T89）於 1993
年獲得中國藥監局批准上市，同時以藥品進入韓國、越南、阿聯酋、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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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等國家和地區的醫藥市場，也是第一件通過美國 FDA-IND 臨床用藥申請
的複方中藥製劑，這項中藥新藥製劑開發已通過美國 Phase III IND 申請，
並完成二期臨床試驗，預期可以快速通過審查，在台灣進行第三期的臨床
試驗，將委由本院臨床試驗中心協助，進一步執行有關穩定型心絞痛的預
防與治療的臨床試驗。
為了發展本院校「中醫藥生物科技」研究特色，本院校資源整合成為
最具優勢的中、西整合醫藥學研發平台。
「2013 年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共有來自海內外 520 家廠商、1,050 個攤位參與盛會，中醫大今年推薦八家
育成輔導廠商參與，國外來自美國、德國、瑞士、加拿大、澳洲、日本、
韓國、中國等國廠商均來台展出，參展廠商相當踴躍，包括許多世界知名
藥廠如：諾華（Novartis）、葛蘭素史克（GSK）、默克（Merck）等一同共
襄盛舉。
三、建構臨床試驗諮詢服務系統之成效
爲因應業務發展需要，本院自 98 年 5 月 1 日起統整資源將臨床試驗中
心獨立為院級單位，調整組織架構以提供更完善的諮詢服務，目前中心設
置位址於癌症中心大樓 6 樓，作為臨床試驗辦公室與檔案存放區，並規劃
單一窗口作業提供各項試驗相關服務。中心致力於提供中藥新藥臨床試驗
相關諮詢服務，服務對象廣泛，包括了：藥廠、受託研究機構、本院醫師、
學校老師及各相關研究人員等；諮詢內容包括：教育訓練訊息、計畫案登
錄美國 clinicaltrials.gov 網站說明、轉介試驗主持人、協調相關單位配合問
題等。本院也設置中藥臨床試驗專用藥庫，提供中藥臨床試驗藥品存放及
發藥管理，並設有溫溼度記錄器、自動警報系統等控管設備，由具有 GCP
證書之專責中藥師，提供中藥臨床試驗用藥管理所需相關服務。
諮詢服務系統規畫隨著全球e化潮流，突破傳統服務框架受時間、人力
等限制，以網路延伸提供本院個別化及最新試驗相關訊息功能，目前中心
對外網址為http://www.cmuh.org.tw/ctc/，自組織架構調整後中心網頁陸續更
新中，網站內容包括簡介與特色、組織架構、設施與設備、進案流程、臨
床試驗案合約修正、相關法規與作業辦法、臨床試驗登錄與查詢、受試者
招募、訓練課程訊息、網路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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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臨床試驗相關業務，本院積極整合人力、物力推動執行臨床試
驗，秉持提升效率、簡化流程的服務理念，已制定「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臨床試驗計畫作業辦法」
，且於網站公告包含臨床試驗計畫案進案流程、
合約簽署用印等流程說明，以利廠商、主持人等提出合作申請，並持續檢
討更正作業辦法。102 年度迄今協助藥廠或受託研究機構可行性評估共計
86 件。
四、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之成效
本中心不定期召開各項會議，除了討論臨床試驗訓練課程規劃，因應
試驗計畫情況召開之主持人會議，能達到評估目前收案進度及解決執行問
題，也能針對受試者不良反應探討發生之相關性與後續處理，並經由執行
會議給予中心人員實務面教育訓練機會，培育試驗相關議題之專業素養。
雖然經費有限但本中心對於人才培育及教育訓練相當重視，且為了提
升臨床試驗整體品質及對受試者權益有所助益，特聘請臨床試驗之相關專
業人士舉辦之大型研討會，或以小型實務訓練課程(workshop)進行經驗交流
分享及小組互動實務訓練，奠定醫事人員對臨床試驗之基礎認知，及增進
執行試驗相關專業知識。對於中心人員更加以規劃執行試驗案專業知識培
訓，鼓勵中心人員積極參與試驗主題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並派遣中心人員
參加院外單位之臨床試驗相關訓練課程，促進機構間學術交流及經驗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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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本院舉辦及派員參與內部臨床試驗教育訓練相關課程目前為
止共計 9 場(如附件三)。參與院外單位舉辦之臨床試驗教育訓練相關課程
目前為止共計 4 場(如附件四)。
(一) 102 年 03 月 23 日於本院舉辦「102 年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暨醫
學倫理教育訓練課程」，課程內容包括：計畫主持人如何成功執行
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角色與職責、研究護士如何成功協助臨床試
驗之執行。
(二) 102 年 04 月 19 日於本院舉辦「102 年臨床試驗實務訓練工作坊」
，
課程主題為：臨床試驗預算管理。
(三) 102 年 05 月 18 日於本院舉辦「人體試驗講習班」
，課程內容包括：
人體研究相關法規、由研究設計看 IRB 計畫書審查、赫爾辛基宣
言與倫理審查、倫理審查流程、人體研究風險利益評估。
(四) 102 年 06 月 01 日派員參加「102 年度人體試驗 GCP 講習」，課程
內容包括：人體試驗生物資料庫的建置與管理、GCP 查核、台灣
法律變遷下的人體試驗、生物醫學產學合作中的利益衝突及規範。
(五) 102 年 06 月 22 日派員參加「提升中醫師臨床試驗專業能力培訓課
程」，課程內容包括：中醫藥臨床試驗法規介紹、易受傷害族群之
倫理考量、中醫藥臨床試驗統計方法介紹、中醫藥臨床試驗之查核、
臨床試驗之知情同意程序、健保資料庫分析應用於中醫藥研究。
(六) 102 年 06 月 29 日派員參加「臨床試驗研究護士與研究人員訓練課
程」，課程內容包括：臨床試驗執行者與監測者之責任與義務、臨
床試驗檔案管理與注意事項、臨床試驗監測與稽核實務介紹、臨床
試驗查核常見缺失說明。
(七) 102 年 07 月 06 日於本院舉辦
「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一)之 1：
幹細胞與再生醫學」
，課程內容包括：研究計畫設計與撰寫、臨床
試驗執行及經驗分享、臨床試驗受試者說明及同意書簽暑、常見試
驗計畫偏差、臨床試驗的稽核與查核經驗分享、試驗藥品管理。
(八) 102 年 07 月 07 日於本院舉辦
「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一)之 1：
幹細胞與再生醫學」
，課程內容包括：臨床試驗專案管理簡介、臨
床試驗相關合約簡介與常見問題、臨床試驗護理-推展與收案及經
驗分享、SAE 通報與管理。
(九) 102 年 08 月 05 日於本院舉辦「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說明會」
，課
程內容包括：中醫藥研究成果介紹、GCP 查核的介紹、中醫藥研
究之倫理審查。
(十) 102 年 08 月 17 日於本院舉辦「臨床試驗倫理-由國際看台灣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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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課程內容包括：臨床試驗倫理的國際觀-AAHRPP 的經驗談、
從台灣看世界臨床試驗倫理- 準備 AAHRPP 的經驗談
(十一) 102 年 10 月 04 日派員參加「臨床試驗研究初階訓練課程(二)」，
課程內容包括：人體試驗中之利益衝突、IRB 如何處理研究不良
反應、受試者同意書的取得程序、SUSAR 與不良事件通報、人
體試驗受試者保護、人體試驗委員會的角色-以高雄國軍總醫院
為例。
(十二) 102 年 10 月 26 日將派員協助辦理「102 年臨床試驗實務訓練工
作坊-臨床試驗專案管理」
，課程內容包括：Project Management、
Trial Auditing。
(十三) 102 年 11 月 25 日派員參加及協助「人類研究保護計畫-研究人
員教育訓練」
，課程內容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人類研究保護
計畫。
五、建立臨床試驗品質保證制度之成效
本中心自民國 90 年起陸續訂定臨床試驗標準作業流程（SOP）
，並於每
年進行審核及資料更新，以促進臨床試驗各個工作流程運作順暢及落實執
行，至今已製訂包含試驗執行相關、試驗藥品管理、內部稽核等標準作業
流程共 36 項。未來本中心仍將依照各項臨床試驗業務的執行狀況，增加、
刪減、修訂各項標準作業流程，希望讓申請進入本院執行之臨床試驗計畫
案進案過程當中每一個環節能夠制度化、標準化，臨床試驗經費的申請與
核銷更加透明化，不斷改善本院臨床試驗環境。
中心召開例行性會議以協調及檢討一般行政事務，陸續建立各項規章
辦法，研擬各項標準作業流程之增刪或修訂。並且間隔每 2~3 個月或視情
況需要召開計畫主持人會議，邀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主任以及於中心執行
臨床試驗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相關研究人員，深入了解試驗
案需求，能夠予以協助準備試驗案資料送審 IRB，就計畫案目前執行狀況
與所面臨的問題，包括計畫案排程、收案進度、內部流程、人力分配與運
用…等，共同討論並提出解決處理方案，以解決實際執行臨床試驗之盲點
與問題，並依規定完成結案報告等審查。
為了控管所進行的試驗流程與品質，中心對於人才培育相當注重，尤
其著重第一線研究護士之教育訓練，以要求其確實依循 GCP 原則，並遵照
計畫書內容協助臨床試驗執行，做到維護受試者安全與試驗數據相關品質
的控管，中心主管也將適時監測研究案進行情況。本中心所有嚴重不良反
應(Serious Adverse Event, SAE)與不良反應(Adverse Event, AE)一律通報至
全國中藥不良反應通報中心，並依照規定通報本院研究倫理委員會，通報

24

資料完整留存備查。
為確保臨床試驗資料之正確性、可驗證性與安全性，由受過訓練的研
究護士進行資料的收集，研究護士每填寫完一次回診訪視個案報告書(Case
Report Form, CRF)後，擬與計畫主持人確認資料輸入方式，在中心人員的監
督下由本中心的工讀生於中心進行資料輸入，若發現問題時，隨即提出討
論並適當予以更正。
所有處理資料的電腦都設定密碼保護，以達確保資料的正確性與保密
性目標；試驗資料檔案櫃上鎖管控，尤其與識別受試者個人資料有關的同
意書，以不同顏色檔案本存放作為區分，加強對受試者隱私的保護。完成
資料輸入後由中國醫大專業生統專家協助統計分析，中國醫大生物統計中
心擁有全國最多生物統計專任師資，建置「提供臨床研究設計與生物統計
分析諮詢」標準作業流程，提供臨床試驗隨機分派設計、生物統計諮詢與
分析，協助驗證資料的正確性及有效性。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以及研究護士在受試者招募、篩選、納入、
追蹤的過程當中，都會持續接受監測、稽核，以確保受試者的權益與安全。
內部監測方面，本院臨床試驗中心架構下設置臨床試驗監測小組，專責啟
動內部監測機制，今年度於 8 月 9 日完成項下臨床試驗子計畫內部監測。
各案件的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對於受試者的安全與資料的精確性均負
首要的責任，除了中心內部監測與 REC 稽核外，本中心亦接受試驗補助機
關-中醫藥委員會每年不定期對本院所執行的研究計畫之查核，以確保中心
控管品質並符合 ICH-GCP 之規範，102 度本中心已於 09 月 20 日接受衛生
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藥新藥 GCP 查核作業，並無發現重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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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中藥臨床試驗之執行方面：
目前中藥臨床試驗中心執行的計畫案類型，為符合補助計畫規劃之申
請條件，仍以計畫主持人撰寫的療效再評估計畫為主，也由於「補助成立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計畫」補助經費逐年刪減，比起其他獨立委託研究機構
之臨床試驗，欠缺更多的人力及資金等實質資源，包括無法提供試驗收案
醫師診察費用、受試者交通補助費用、辦理民眾教育課程等，推動整體計
畫過程相較於廠商贊助計畫案各層面都相對缺乏。
人體試驗必須尊重患者自主權，取得其同意接受成為臨床試驗的受試
者，才能開始執行臨床試驗，因此必須擴大受試族群以增加收案；而試驗
所需人數應預先估算干擾效應、退出率等，確認完成人數足夠達到統計意
義；且藥物臨床試驗涉及生命安全考量，並非單純的觀察研究，必須密切
注意受試者用藥後任何反應。由此可知，藥物臨床試驗各執行階段環環相
扣，更需要嚴謹規劃與檢視，與一般臨床研究案相比更為複雜，須另外處
理執行期間影響進度的因素。
今年度中心項下研究人員雖無流動問題，但計畫經費僅能聘雇一名專
任人員，目前安排擔任研究護士協助執行計畫收案，並兼任行政助理處理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相關業務。而子計畫主持人及其他檢驗、監測、管理所
需的臨床試驗相關人員，皆由本院醫師、藥師等院聘人員，在專職工作之
外額外支援，及由院方相關醫療單位協助計畫完成檢驗檢查。
本院積極整合院校資源，中心已調整隸屬於本院臨床試驗中心臨床試
驗組，以持續推動中藥臨床試驗及維持計畫品質，並透過本中心歷年來努
力建立的機制，與執行計畫團隊人員加倍付出心力，積極溝通協調解決困
難並致力達成計畫目標。
歸納中心人員實際協助執行中藥臨床試驗問題說明如下：
(一) 試驗主題：「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萸湯對胃食道逆流
疾病之療效評估」- 內科部消化系賴學洲醫師
1. 收案時間短促：102 年度通過中藥委補助之臨床試驗子計畫，
依補助規定申請限一年期計畫，但扣除前後作業時間，實際收
案與追蹤時間其實不足一年，導致試驗主持醫師們備感時間短
促的壓力，須研擬方案以加速收案，採取更積極招募受試者措
施，提供民眾書面的傳單、張貼海報，以及於試驗中心及本院
官方網站首頁公佈招募訊息。目前已依預定進度，納入受試者
90 位，追蹤期完成後由中醫大生物統計中心協助分析研究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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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試族群生活型態忙碌：本計畫受試族群為胃食道逆流病患，
而患者多數是工作忙碌、步調緊湊的生活型態，覺得不便請假
回診或按時服藥，無法配合試驗計畫的規定，造成影響參加的
意願，因此試驗人員必須努力對更多數患者說明，以網羅足夠
同意參與試驗的受試對象。
(二) 試驗主題：「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黃耆對腦中風後患者疲
勞之療效評估」- 神經部劉崇祥醫師
1. 受試族群意願偏低：本案受試者族群針對中風後三個月有疲勞
感患者，門診病患中符合條件者由於病況、往返醫院交通問題、
心理因素，對參與臨床試驗意願明顯偏低；民眾對於受試者招
募傳單、海報等報名訊息詢問度亦不高。因此今年已另增加神
經部、神經外科部、復健部共 6 位醫師，協助持續累計收案中。
2. 多數中風患者已規律服用中藥：多數中風患者目前正接受中西
醫合併治療中風後遺症，所以已經規律服用中藥多時，而試驗
案為隨機、雙盲設計，患者可能被納入控制組(服用黃耆安慰劑)，
且經費有限僅能提供一個月的試驗用藥，使得患者無法配合停
用其他中藥，尤其原本就服用黃耆藥方治療之病患。
3. 問卷評估所需耗費時間較長：給藥前所用評量表共七份，評估
時間平均約耗時 45 ~ 90 分鐘，若患者有思考力、表達力退化的
情況，將耗費更久的時間才能完成問卷，而且受試族群本身就
已經感覺異於平常的疲勞感，間接影響簽署同意書參加臨床試
驗之意願。因此需要等待發生中風後已逾三個月的新病患，以
增加符合「腦中風後疲勞患者」之 patient pool 。
4. 收案時間過短：本案獲得 101 年度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審查通
過，依補助規定申請為一年期計畫，但考量收案數必須能達到
統計意義，所以預估收案目標為 90 人；又礙於人力、經費有限，
無法支付協同試驗地點所需費用，只能單一中心進行收案；醫
師們也基於對受試者保護與安全考量，不宜急迫地加快收案速
度。本計畫依規定於核准執行期間屆滿前，向本院研究倫理委
員會(REC)申請延長試驗時間，並協助本案辦理延長臨床試驗保
單效期，以期能累計增加完成受試人數。
二、積極拓展中醫新藥開發研究方面：
本院校具有獨特的中草藥研發背景，建構了厚實的研發平台，中醫大
「計算與系統生物學實驗室」投注多年心血，架構可謂為第一個世界最大、
包含超過 453 種中醫藥以及兩萬筆以上化合物的中醫藥虛擬篩選資料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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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且中醫藥團隊建立各種疾病動物模型，皆能做為中醫藥的轉譯平台，
讓中藥新藥篩選研發動線更完整連結。本院整合試驗平台架構圖如附件
二。
雖然中藥新藥的研發日亦受到重視，但目前中草藥新藥研發產品線
(R&D Pipeline)進入到臨床Ⅰ、Ⅱ期的案件量並不多。現今已透過學校「產
學合作辦公室」提供本校、院以及生醫產業在技術、智財權管理、行銷、
財務等實務上的協助，促成產業技術與管理能力的提升，並建立院、校廠
商計畫案之合作關係，整合學校與醫院的研究資源。
由於本院及中心多年來推動中醫藥臨床試驗累積的成果，近年來已爭
取到上市生技公司簽約進行治療出血性中風之中藥新藥臨床試驗，並啟動
有關中藥新藥治療急性梗塞性中風的 phase Ⅱ臨床試驗，因此相信在整合產
官學之合作模式運作下，能共同拓展中醫新藥開發發研究蓬勃發展。
三、建構臨床試驗諮詢服務系統方面：
建構臨床試驗諮詢服務系統的基本理念在於便利提供臨床試驗相關訊
息，滿足廠商、臨床試驗相關人員包括計畫主持人、研究助理以及一般民
眾的需求，以及協助其解決臨床試驗相關問題。目前透過網路以期延伸服
務範圍，且網站必須能夠持續更新及提供即時訊息，才確實具備服務功能，
因此本院由臨床試驗中心行政小組管理網站和訊息發佈。
另已建立單一窗口機制由專人回覆問題，若有提問研發中醫藥相關問
題，皆能給予臨床試驗相關訊息協助，或轉介本院、校中醫藥專家，也更
進一步分析所接獲意見，透過召開會議方式來檢討中心或本院試驗相關作
業流程的效率與合理性。
四、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方面：
臨床試驗人員之培訓及進修教育，對於提升未來臨床試驗品質將有深
遠影響，雖然今年度補助經費非常有限，但本中心仍注重教育訓練課程辦
理，期望從各方專家的經驗及角度，提供分享交流的學習機會，整體提升
臨床試驗的認知與品質。
在本院臨床試驗中心各組協助下，102 年度已於本院協助辦理內部臨床
試驗教育訓練相關課程共計 9 場；中心人員參與院外單位舉辦之臨床試驗
教育訓練相關課程共計 4 場。未來研擬針對一般民眾舉辦臨床試驗相關之
課程，以建立民眾參與試驗之正確觀念，促進保障受試者權益與安全。
五、建立臨床試驗品質保證制度方面：
本中心已逐步建構臨床試驗品管機制，探討如下：(1)制訂標準作業流
程(SOP)：現已制訂臨床試驗中心相關標準作業流程 36 項，涵蓋試驗中心
整體運作作業辦法，且依據現況逐年檢討更正，未來朝向針對各試驗案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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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期間的問題，研擬完整的執行層面 SOP。(2)召開例行性會議：持續透過
召開討論會議方式，檢討中心控管品質問題，並積極提出改善措施以解決
困境。為達成召開會議目的及效率，每次會議決議事項，列入下次會議時
追蹤討論及確認執行狀況。(3)內部監測方面：建立內部監測機制應有足夠
人力與訓練，本院臨床試驗中心自 99 年 5 月起正式聘請丘以思生技顧問有
限公司亞太區總經理擔任顧問，藉助其豐富的臨床試驗經驗強化內部監測
機制，目前試驗中心專責的監測小組除了執行內部監測，亦能落實對多中
心計畫之試驗監測。(4)外部監測：不僅本院研究倫理委員會對本中心不定
期進行稽核，亦接受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每年度執行中藥新藥 GCP 查核作
業，並未發現重大缺失問題，且依據委員之建議加以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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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預防醫學及輔助醫學概念的興起，加上人類回歸自然的理念
帶動，中草藥新藥已成為國際醫療市場下一波發展的趨勢，
「哈佛商業評論」
預測中草藥現代化將是未來二十年最重要的四大產業之一。隨著中草藥應
用在國際上逐漸受到矚目，政府設定中草藥科學化目標並積極投入發展，
輔導中草藥產業升級或轉型，我國中藥廠在政府推動之下，已全面實施「優
良藥品製造標準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 」。
醫藥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精確完善的臨床試驗可說是新醫藥與醫療技
術發展中關鍵之環節，我國為了建立符合國際規範之中藥臨床試驗環境，
使中藥有充足競爭力得以進軍國際市場，自 2001 年起持續推動補助「教學
醫院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計畫。本院接受補助以來，院方動員許多人
力、物力支援協助設置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並一直不斷完備試驗中心所需
軟硬體設備，致力推動中藥臨床試驗之執行，也透過臨床試驗專業人員的
訓練，由已接受臨床試驗訓練人員組成中藥臨床試驗團隊，試驗團隊對於
醫師發起之療效再評估計畫投入更多心力，預先防範中藥臨床試驗執行過
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促使試驗計畫能夠達成預期效益。
中西醫兼備的專業醫療是本院特色之一，近年來中心執行試驗計畫案
也是整合中西醫合併治療之研究設計；而與臨床試驗成果息息相關之統計
專業部份如：雙盲設計、樣本數估算、譯碼分析等，已協調中國醫大生物
統計中心全力支援，透過「各盡所能」之理念整合院、校資源共享雙贏，
致力建構高品質的中醫藥臨床試驗管理模式。
西藥臨床試驗多有國際大藥廠擔任資金贊助者（sponsor），國內執行
中藥臨床試驗計畫總量相對地偏少，相較於西藥臨床試驗人才濟濟，中藥
方面必須培育與吸引更多人才投入，而經費來源也明顯是影響研發的重要
問題，中醫藥計畫多需向國科會、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或是各研究單位自
行申請計畫籌措研究經費。
政府宣示促進國內生技產業發展，但缺乏政府政策大力帶動各臨床試
驗階段整合，期盼推動產官學研價值鏈管理，也積極整合「教學醫院成立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計畫發展醫院機構合作機制，促使資源集中共創更多
效益，加快中醫藥研究發展以超越全球化競爭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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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一、102 年度協助中心項下通過中藥委補助中藥臨床試驗案收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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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試驗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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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年度內部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
日期

課程名稱

地點

1020323

102 年度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暨醫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學倫理教育訓練課程
1 樓 101 講堂

1020419

102 年臨床試驗實務訓練工作坊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癌症
中心大樓 6 樓 601 教室

1020518

人體試驗講習班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癌症
中心大樓 1 樓階梯教室

1020706

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一）之 1：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幹細胞及再生醫學
1 樓 102 講堂

1020707

臨床試驗規範與研究倫理（一）之 2：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幹細胞及再生醫學
1 樓 102 講堂

1020805

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說明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第一
醫療大樓 B1 第八會議室

1020817

臨床試驗倫理-由國際看台灣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104 講堂

1021026

102 年臨床試驗實務訓練工作坊-臨
床試驗專案管理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癌症
中心大樓 6 樓 601 教室

1021125

人類研究保護計畫-研究人員教育訓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癌症
練
中心大樓 1 樓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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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2 年度參與院外單位舉辦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
日期

課程名稱

主辦單位

1020601

102 年度人體試驗 GCP 講習

1020622

提升中醫師臨床試驗專業能力培訓
課程

1020629

臨床試驗研究護士與研究人員訓練
課程(四)

1021004

臨床試驗研究初階訓練課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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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榮民總醫院人體試驗委
員會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
會、慈濟醫院研究倫理委員
會、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
行政院衛生署、台灣護理師
臨床研究學會、台北醫學大
學臨床試驗中心暨附設醫院
臨床研究中心、市立萬芳醫
院卓越神經醫學專科臨床試
驗與研究中心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局、國泰綜合醫院

五、通過 102 年度補助子計畫「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萸湯對
胃食道逆流疾病之療效評估」評估問卷
Reflux Disease Questionnaire
逆流疾病問卷
請回答每一個問題，在每行的一個方格 □ 中打。
1. 想想您過去一星期的症狀，您多常有下
列的情形？

沒有

一星期
少於 1 天

一星期
1天

一星期
2-3 天

一星期
4-7 天

每天

a.胸口灼熱(即所常說的火燒心)

□

□

□

□

□

□

b.胸口疼痛

□

□

□

□

□

□

c.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央處有灼熱感

□

□

□

□

□

□

d.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央處疼痛

□

□

□

□

□

□

e.口中有酸味(俗稱酸水逆流)

□

□

□

□

□

□

f.胃裡的東西往上移動使人不舒服

□

□

□

□

□

□

沒有

非常
輕微

輕微

中等

中度
嚴重

嚴重

a.胸口灼熱

□

□

□

□

□

□

b.胸口疼痛

□

□

□

□

□

□

c.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央處有灼熱感

□

□

□

□

□

□

d.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央處疼痛

□

□

□

□

□

□

e.口中有酸味(俗稱酸水逆流)

□

□

□

□

□

□

f.胃裡的東西往上移動使人不舒服

□

□

□

□

□

□

2. 想想您過去一星期的症狀，請對下列情
形的嚴重度做評估？

39

GerdQ
胃食道逆流疾病問卷
請回答每一個問題，在每行的一個方格 □ 中打。
從來
沒有

一天

2-3 天

4-7 天

□

□

□

□

□

□

□

□

3. 您多常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央處疼痛？

□

□

□

□

4. 您多常作嘔？

□

□

□

□

請想想過去七天的症狀？
1. 您多常胸口灼熱(即所常說的火燒心？)
2.

您多常胃裡的東西(液體或食物)往上移動到喉嚨或口中
(酸水逆流)？

5.

您有多常因為灼熱感(即所常說的火燒心)或酸水逆流而
使您晚上有困難睡個好覺？

□

□

□

□

6.

您有多常服用醫生處方藥之外的藥物(如胃乳片、制酸劑
及其他胃腸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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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過 102 年度補助子計畫「隨機、雙盲、對照組研究有關吳茱萸湯對
胃食道逆流疾病之療效評估」譯碼簿
[Screen]
項目
受試者篩選條件
受試編號
隨機編號
評估日期
納入條件 Inclusion
1. 性別：男性或女性。
2. 年齡：從 20 歲（含）
至 75 歲（含）。
3. 診斷為胃食道逆流疾
病。
4. 有心口灼熱感
（heartburn）或胃酸逆
流（acid regurgitation）
現象。
5. 經詳細說明整個研究
目的或流程後，自願參
加研究並簽署同意書。
排除條件 Exclusion
1. 排除消化性潰瘍、膽結
石（包括肝內和總膽
管）及重大疾病如：癌
症。
2. Barrett's esophagus 或
食道狹窄。
3. 食道、胃十二指腸手術
史。
4. 解黑便懷疑消化道出
血者。
5. 有酒精或藥物濫用史。
6. 對試驗藥物有過敏史
的患者。
7. 患有精神疾病無法合
作者。
8. 懷孕婦女或正在授乳
之婦女。
9. 已知肝功能異常
SGOT 和 SGPT 大於正
常值的 2 倍。

備註

代碼
Sno
Rno
S_date
Inc
Inc1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dd/mm/yyyy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1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2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3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4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5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6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7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8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c9

1:yes

0:no

999:遺漏值

Inc2
Inc3
Inc4
Inc5
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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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碼
3碼

項目

代碼

備註

病史表 Clinical History
出生日期
性別
GERD ASSOCIATED
Lifestyle

PH
birthday
gender

備註

Smoke

Lif1

Drink Alcohol
Late Night Snacks
Symptoms & Signs
Headache
Dizziness
Neck & Shoulder Pain
Dreamy Sleep
Chest tightness
Palpitation
Flatulence
Abdominal Pain
Dysmenorrhea
PHYSICAL
EXAMINATION
Body sytem
General Appearance
Describe
Intensity
Skin
Describe

Lif

Lif2
Lif3
SS

SS1
SS2
SS3
SS4
SS5
SS6
SS7
SS8
SS9
PE

PEa
a

Ina

PEb
b

dd/mm/yyyy 999:遺漏值
1:男 0:女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2:NK(Not Known)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2:NK(Not Known)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1:
2:
3:
4: 5:
6:
~ update codebook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1:
2:
3:
4: 5:
6:
~ update cod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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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Intensity
HEENT
Describe
Intensity
Cardiovascular
Describe
Intensity
Pulmonary
Describe
Intensity
Abdominal
Describe
Intensity
Genitourinary
Describe

代碼
Inb

PEc
c

Inc

PEd
d

備註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1:
2:
3:
4: 5:
6:
~ update codebook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5:

6:

Ind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e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PEe

5:

6:

Ine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f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PEf

5:

6:

Inf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g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PEg

Intensity

Ing

Breast

PEh

Describe

h

Intensity

Inh

Lymphatic

PEi

Describe

i

5:

6: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5:

6: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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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項目

代碼

Intensity

Ini

Musculoskeletal

PEj

備註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Describe

j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Intensity

Inj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k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Extremities
Describe
Intensity
Neurological
Describe
Intensity
Other (specify)
Describe

PEk

5:

6:

6:

Ink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l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PEl

5:

6:

Inl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1:Normal 0:Abnormal 2:Not
Done 999:遺漏值

m

1:
2:
3:
4:
~ update codebook

PEm
Inm

Intensity

5:

5:

6: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If Abnormal,
Describe medical
condition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4:Life
Threatening

[Visit]
項目

代碼

備註

Visit 檢驗檢查.給藥
受試編號
999:遺漏值
Sno
隨機編號
999:遺漏值
Rno
回診次數
1:visit 1 2:visit 2 3:visit 3
visit
檢查日期
dd/mm/yyyy 999:遺漏值
V_date
VITAL SIGNS
mmHg
999:遺漏值
SBP
SBP
mmHg
999:遺漏值
DBP
DBP
Beats/minute
999:遺漏值
Heart rate
HR
HEMATOLOGY AND OTHER LABORATORY RESULTS
WBC 檢驗值
×103/ul
999:遺漏值
W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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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碼
3碼

統計 Visit 1~3

統計 Visit 1~2

項目

代碼

備註
6

RBC 檢驗值
Hb 檢驗值
Platelet 檢驗值
SGOT 檢驗值
SGPT 檢驗值
BUN 檢驗值
Creatinine 檢驗值
Drug Dispensing Log
Drug Dispensed
Drug Returned

RBC
Hb
Plt
SGOT
SGPT
BUN
Cr.

×10 /ul
gm/dL
×103/ul
IU/L
IU/L
mg/dL
mg/dL

remainder

r_W

remainder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Drug_D
Drug_R

dd/mm/yyyy 999:遺漏值
dd/mm/yyyy 999:遺漏值
pack

999:遺漏值

r_O

cap

999:遺漏值

未服藥(吳茱萸湯
剩藥)
未服藥(Omeprazole
剩藥)

[Reflux Disease Questionnaire]
Reflux Disease
Questionnaire 項目
問卷基本資料
受試編碼
隨機編號
評估次數
評估日期
問卷內容
想想您過去一星期的症
狀，您多常有下列的情
形？

代碼
Sno
Rno
test
Date

備註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1:第一次 2:第二次 3:第三次
dd/mm/yyyy 999:遺漏值

RD-F

a.胸口灼熱(即所常說的
火燒心)

RD-Fa

b.胸口疼痛

RD-Fb

c.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
央處有灼熱感

RD-Fc

d.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
央處疼痛

RD-Fd

0: 沒有 1: 一星期少於一天
2: 一星期一天 3: 一星期 2-3 天
4: 一星期 4-6 天 5: 每天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一星期少於一天
2: 一星期一天 3: 一星期 2-3 天
4: 一星期 4-6 天 5: 每天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一星期少於一天
2: 一星期一天 3: 一星期 2-3 天
4: 一星期 4-6 天 5: 每天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一星期少於一天
2: 一星期一天 3: 一星期 2-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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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碼
3碼
共3次

Reflux Disease
Questionnaire 項目

代碼

e.口中有酸味(俗稱酸水
逆流)

RD-Fe

f.胃裡的東西往上移動使
人不舒服

RD-Ff

備註
4: 一星期 4-6 天 5: 每天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一星期少於一天
2: 一星期一天 3: 一星期 2-3 天
4: 一星期 4-6 天 5: 每天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一星期少於一天
2: 一星期一天 3: 一星期 2-3 天
4: 一星期 4-6 天 5: 每天
999: 遺漏值

想想您過去一星期的症
狀，請對下列情形的嚴重 RD-S
度做評估？
a.胸口灼熱

b.胸口疼痛
c.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
央處有灼熱感
d.胃部上方(心窩處)的中
央處疼痛
e.口中有酸味(俗稱酸水
逆流)
f.胃裡的東西往上移動使
人不舒服

RD-Sa

RD-Sb

RD-Sc

RD-Sd

RD-Se

RD-Sf

0: 沒有 1: 非常輕微
3: 中等 4: 中度嚴重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非常輕微
3: 中等 4: 中度嚴重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非常輕微
3: 中等 4: 中度嚴重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非常輕微
3: 中等 4: 中度嚴重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非常輕微
3: 中等 4: 中度嚴重
999: 遺漏值
0: 沒有 1: 非常輕微
3: 中等 4: 中度嚴重
999: 遺漏值

2: 輕微
5: 嚴重
2: 輕微
5: 嚴重
2: 輕微
5: 嚴重
2: 輕微
5: 嚴重
2: 輕微
5: 嚴重
2: 輕微
5: 嚴重

[GerdQ]
GerdQ 項目
問卷基本資料
受試編碼
隨機編號
評估次數
評估日期
問卷內容

代碼
Sno
Rno
test
Date

備註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1:第一次 2:第二次 3:第三次
dd/mm/yyyy 999: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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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碼
3碼
共3次

GerdQ 項目
請想想過去七天的症
狀？

代碼

備註

Ger

1. 您多常胸口灼熱(即所
Ger1
常說的火燒心？)

0: 從來沒有 1: 一天
2: 2~3 天 3: 4~7 天
999: 遺漏值

2. 您多常胃裡的東西(液
體或食物)往上移動到
Ger2
喉嚨或口中(酸水逆
流)？

0: 從來沒有 1: 一天
2: 2~3 天 3: 4~7 天
999: 遺漏值

3. 您多常胃部上方(心窩
Ger3
處)的中央處疼痛？
4. 您多常作嘔？

Ger4

5. 您有多常因為灼熱感
(即 所 常 說的 火燒心 )
Ger5
或酸水逆流而使您晚
上有困難睡個好覺？
6. 您有多常服用醫生處
方藥之外的藥物(如胃
Ger6
乳片、制酸劑及其他胃
腸藥)？

0: 從來沒有 1: 一天
2: 2~3 天 3: 4~7 天
999: 遺漏值
0: 從來沒有 1: 一天
2: 2~3 天 3: 4~7 天
999: 遺漏值
0: 從來沒有 1: 一天
2: 2~3 天 3: 4~7 天
999: 遺漏值
0: 從來沒有 1: 一天
2: 2~3 天 3: 4~7 天
999: 遺漏值

[AE]
不良事件記錄

代碼

受試編號
隨機編號

Sno
Rno

(AE 名稱)

A

(AE 名稱)
(AE 名稱)
(AE 名稱)
(AE 名稱)
(AE 名稱)

B
C
D
E
以此類推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s_date
e_date

程度

MO

與本試驗藥物之關係

CO

備註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1:yes 0:no
999:遺漏值

dd/mm/yyyy 999:遺漏值
dd/mm/yyyy 999:遺漏值
0:no 1:mild 2:moderate
3:severe 999:遺漏值
0:no 1:unrelated 2:unlik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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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碼
3碼

不良事件記錄

代碼

結果

RE

給予其他藥物

DR

備註
3:possibly 4:probably 5:definitely
999:遺漏值
0:no 1:Recovered 2:Recovered
with sequelae 3:residual effects
4:continuing 5:death 6:lost to
follow-up 999:遺漏值
0:no 1:no action 2:treatment
given 3:withdrawn from study
999:遺漏值

[SAE]
嚴重不良事件記錄

代碼

備註

受試編號
隨機編號
(SAE 名稱)
(SAE 名稱)
(SAE 名稱)

Sno
Rno
A
B
以此類推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1:yes 0:no

Date of SAE onset
Date of SAE end
Was the patient on the
study medications within
the 7 days prior to the
event
Action taken with the
study medication

s_date
e_date

dd/mm/yyyy 999:遺漏值
dd/mm/yyyy 999:遺漏值

7 days

1:yes

Outcome of SAE

Ou

Did the event lead to
hospitalization
Was the event fatal
(death within 28 days)

Ac

0:no

3碼
3碼
999:遺漏值

999:遺漏值

1:Continued 2:Reduced
3:Discontinued 4:Other
1:Recovered 2:Not yet recovered
3:Sequelae 4: fatal 5:Unknown

hos

1:yes

0:no

999:遺漏值

fatal

1:yes

0:no

999: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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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2-CT-203

教學醫院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魏正宗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摘

要

一、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102 年度執行之成果概要：
(一) 新增「儲藏室」。
增加新的空間、可上鎖的櫃子，以利擺放受試者資料文件及研究
護士所需試驗用文件。
(二) 招聘及培訓中藥臨床試驗所需人才。
今年度招聘兩名新的研究護士、一名研究助理，遵循 SOP 訓練新
進的人員。
(三) 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及諮詢小組會議。
每星期一下午三點半至五點接會召開中心會議，每個月會舉行一
次小組會議。以利討論及修正在試驗中遇上的問題。
(四) 參與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培訓優秀之臨床試驗專業人才。
1. 102 年 03 月 07 日舉行「IRB 專業訓練班(一)」
2. 102 年 04 月 24 日舉行「IRB 專業訓練班(二)」
3. 102 年 05 月 30 日舉行「IRB 專業訓練班(三)」
4. 102 年 06 月 29 日舉行「IRB 專業訓練班(四)」
5. 102 年 09 月 13 日 ~ 102 年 11 月 25 日舉行「人體臨床試驗「倫理、
科學、法官與 GCP (一) ~ (六)」
(五) 依衛生署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GCP）及修訂標準作業程序（SOP）。
(六)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之網頁更新。
(七) 102 年度執行中西藥臨床試驗：1. 六味地黃丸改善骨關節炎症狀之人體
試驗─一項為期八週之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式臨床試驗。2. 酸棗仁湯及
天王補心丹治療失眠之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式臨床試驗。
二、 102 年度執行之 2 個試驗案：
(一) 試驗一：六味地黃丸改善骨關節炎症狀之人體試驗─一項為期八週之隨
機雙盲安慰劑對照式臨床試驗
1. 研究目的
評估六味地黃丸改善骨關節炎症狀之有效性與安全性。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單一中心、平行、隨機、雙盲、第二期、安慰劑對
1

照式臨床試驗，納入研究樣本為 81 位骨關節炎患者。經 2：1 隨機
分派後，54 位分派至治療組服用中藥複方，27 位分派到安慰劑組，
進行為期 8 週臨床試驗。
主要療效指標為兩組於第 8 週之 WOMAC（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相較於第 0 週之差異。
次要療效指標為(1)兩組於第 4, 8 週之 WOMAC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相較於第 0 週
之差異。(2)兩組於第 4, 8 週之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SF-36
健康生活品質量表（quality of life by Short Form-36）、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PGA）相較於第 0 週之差異。(3)兩組於第 8 週之高敏感
度 C-反應蛋白（Hs-CRP）、紅血球沈降素速率（ESR）相較於第 0
週之差異。
3. 結果
本計畫自 101 年 6 月 26 開始收案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收完 81
位受試者。共篩選 83 位受試者，其中 2 位因不願簽署同意書而未進
入試驗。其餘 81 位受試者以隨機分派的方式到治療組 (n = 54) 與安
慰劑組 (n = 27)。81 位受試者中有 18 位退出、63 位完成試驗。
在基本人口學資料中，治療組的平均年齡是 64.28 歲，安慰劑
組的平均年齡是 66.52 歲，兩組男性的比例分別是 14.81%與 11.11%。
治療組與安慰劑組的受試者在第 8 週與第 0 週的差異比較：骨關節
炎指標 (WOMAC) (p = 0.659)、病患自我痛楚程度評估 (VAS) (p =
0.255)、醫師整體評估 (PTA) (p = 0.138)、病人整體評估 (PGA)
(p=0.851) 、健康生活品質問卷 (SF-36) (p = 0.193)及生化檢驗值在兩
組間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有趣的是，第 8 週治療組的收縮壓(SBP)
略為降低，具統計上顯著差異 (-15.00 vs 0.00 mm-Hg, p = 0.022)。六
味地黃丸試驗藥物對受試者並沒有造成嚴重副作用，安全性良好。
4. 結論
六味地黃丸使用八週安全性良好，對骨關節炎症狀並無療效，
但可能具降血壓效果。
(二) 酸棗仁湯及天王補心丹治療失眠之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臨床試
驗
1.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評估兩個以治療睡眠障礙的中醫常用方劑，其
於改善有睡眠障礙之臨床療效及安全性。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之門診召幕有失眠症狀但未有重大肝、腎、內分泌等重大疾病的患者
共 128 例。實際作法為受試者以隨機雙盲的方式進行研究，分別以
酸棗仁湯 (N=48 人)、天王補心丹、安慰劑治療一個月，每日服藥 2
次，每次 6 公克。每兩週返診乙次，每次返診時除身體檢查外，在
未治療前的第 0 天及之後的第 14、28 天時評估匹茲堡睡眠評估量表
（PSQI）、生活品質量表（WHOQOL-BREF）、中醫體質量表及中藥
2

不良反應問卷，以評估療效及安全性。並藉由全血球檢驗、肝、腎、
血脂等生化檢驗於第 0 及 28 天評估，做為客觀的評估證據。所有受
試者在接受研究期間的不良作用、生化數值及療效將列入統計。預
定研究時程為兩年。收集資料後，將進行多變數分析以控制可能干
擾(或混淆)之各種其他變因。
3.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自 101 年 6 月 26 開始收案，截至 101 年 11 月 07 日中山
附醫已篩選 33 位受試者皆通過篩選隨機分派進入試驗、陽明院區已
篩選 26 位受試者，其中 6 位因不符條件篩選失敗，其餘 20 位皆進
入試驗。共 53 位受試者中有 7 位退出、67 人次產生不良反應、39
位受試者已結束試驗尚未得知隨機分派結果，目前仍有 7 位受試者
正在進行試驗。
受試者產生不良反應：身體水腫、腹脹、咳嗽各 7 人次；身體
發癢 6 人次；喉嚨痛 5 人次；流鼻水、腹痛各 4 人次；抽筋、噁心
各 3 人次；身體有紫斑、嘔吐、呼吸困難各 2 人次；下背痛、黃疸、
子宮炎症、四肢麻、腳踝水腫、腹瀉、發燒、血尿、水泡紅腫、身
體起疹子、嘴破、胸悶、肩背痛、胸痛、蕁麻疹各 1 人次。退出原
因：3 位遵從性差、2 位自認療效不佳、2 位無法定期返診。
關鍵詞：中藥、臨床試驗、六味地黃丸、骨關節炎、酸棗仁湯、天王補心丹、失
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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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2-CT-203

To Set Up a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rial
Center
James Cheng-Chung Wei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ABSTRACT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rial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and had achieve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past years. We
performed 1-2 TCM clinical trials every year and had published 5 SCI papers in past 3
years. In year 2013, we conduct 2 TCM clinical trials.
Trial 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Liu-Wei-Die-Huang-Wan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An Eight-Weeks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Aim: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efficacy of an herbal formula OA2
(Liu-Wei-Die-Huang-Wan) to placebo in relieving the pain and stiffness of
osteoarthritis.

Methods:
This trial was a 8 weeks’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RB of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signed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each patient. Eighty-one patients of
osteoarthritis of knees or hips will b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ge
20 to 80 years; primary osteoarthritis in at least 1 knee, verified radiologically and
scored (as normal, minimal, moderate or marked) for joint-space narrowing and
marginal osteophytes in the medial, lateral and patellofemoral compartments; at least
moderate pain during the 2 weeks before random assignment to treatment, as identified
with the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WOMAC) LK3.0 Osteoarthritis
Index pain subscal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s was WOMAC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at week 8. Secondary outcome measures
were WOMAC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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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 Quality of life by SF-36, 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 (PGA), at week 4 and 8; The PGA was scored from 0 to 4 (0 representing
very good); and serum Hs-CRP and ESR.

Results:
After 8 weeks’ treatment, the TCM formula OA2 failed to meet any primary and
secondary efficacy endpoint. However, mild reduction of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was
not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15.00 vs 0.00 mmHg, p = 0.022)。For safety profile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Conclusions:
TCM formula OA2 (Liu-Wei-Die-Huang-Wan) did not show efficacy in
osteoarthritis patients in this 8 weeks double blind clinical trial. However, mild
reduction of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was noted in the TCM treatment group. TCM
OA2 was well tolerated.
Trial 2: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An
Four-Weeks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This trial is still ongoing and in the double blind phase.
end of 2014.

We’ll present it in th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s, Clinical trial, Osteoarthritis,
Insomnia, Liu-Wei-Die-Huang-Wan

5

試驗一：六味地黃丸改善骨關節炎症狀之人體試驗─一項為期八週之隨機
雙盲安慰劑對照式臨床試驗

壹、前言
行政院在 1995 年提出發展中藥為重點項目之一，並於 1997 年訂定之
發展策略中，明訂中藥科學化為二十四項重點發展項目之一，行政院中醫
藥委員會 1998 年 6 月 29 日公告「中藥新藥查驗登記須知」並於 1999 年 10
月 20 日修正定案。藥政處亦於 2000 年 3 月公告「植物抽取新藥臨床試驗
基準」
，即期望能將台灣建立為中草藥的科技島。政府積極推動中草藥生物
科技，並將此列為國家重要政策之一。在 2001 年即建立「全國性中藥不良
反應通報系統」機制，隨時掌控會有副作用的藥品，更在 2002 年規劃「中
藥用藥安全五年計畫」
，於 2004 年執行，並將其訂為中藥品質管制啟動年，
確保民眾中藥用藥安全[1]。
骨關節炎（Osteoarthritis，OA）是最常見的關節炎之一，是一種局部性
的關節軟骨退化病變，為影響滑液關節最常見的狀況；在西方國家，骨關
節炎隨著年齡增加其盛行率增加。由於軟骨結構上出現缺損，軟骨厚度變
薄、表面變得粗糙，使得上下骨頭負擔加重，進而形成關節腔狹窄、形成
骨刺（Spurs）
，關節軟骨退化，導致骨骼之間相互摩擦，造成劇烈疼痛、僵
硬、行動不便及活動部分受限等情形，常侵犯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女性
罹患骨關節炎的機率是男性的三倍。骨關節炎為好發於膝蓋之退化性關節
疾病（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 DJD），影響膝關節軟骨和下方的骨頭，診
斷骨關節炎的重要依據為 X-ray 中可見關節腔狹窄伴隨著軟骨下纖維化，晚
期的骨關節炎更可見長出骨刺。發病的部位易發生在承重大處或指節：近
端指間關節、遠端指間關節、掌指關節、膝關節（Knee joint）
、髖關節（Hip
joint）
、踝關節（Ankle）
、頸椎和腰椎；年齡大於 50 歲者，於膝蓋骨關節三
分之一處較易好發骨關節炎。
骨關節炎診斷之標準，分述如下：
一、 手骨關節炎診斷準則：手指關節有疼痛及僵硬感，包括下列 3 或 4 項
症狀：
(一) 10 個特定手指關節中至少有 2 或 3 個以上關節骨部腫大
(二) 2 個或是 2 個以上第一指間關節骨部腫大
(三) 少於 3 個掌關節炎關節腫大
(四) 10 個特定關節中至少有一個關節變形
二、 髖關節炎診斷準則：髖關節痛及僵硬感，至少包括下列 2 項症狀：
(一) 紅血球沉澱速度 (ESR)＜20mm/hr
(二) X 光表現出股部或髖臼部產生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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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X 光表現髖關節腔狹窄（上部、內側或中軸部狹窄)
三、 膝關節炎診斷準則：美國風濕病醫學會對退化性膝關節炎的診斷標準
如下，若符合 1 及 2 項即可診斷為退化性膝關節炎，膝關節疼痛併以
下任何一項：
(一) 年齡大於四十歲
(二) 晨間僵硬小於三十分鐘
(三) 關節活動時有霹啪聲
四、 X 光片顯示有骨刺，關節腔變窄
骨關節炎主要的治療方式有藥物治療、復健治療、物理治療及注射針
劑，若長期疼痛及嚴重影響關節活動才會採取手術治療。分述如下：
(一) 骨關節炎之藥物治療主要是緩解疼痛，包括口服的非類固醇類消
炎 藥 （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 NSAIDs ） [2] 、
cyclooxygenase-2 (COX-2) inhibitors [3] 及 chondroprotective
agents [4]。然而，這些藥劑在臨床上明顯有不利的風險影響，特
別是對胃腸、心血管及腎臟系統。
(二) 復健治療：適度的運動可增加軟骨中關節滑液的進出、增加關節
的活動性、肌肉、肌腱和韌帶的強度，進而幫助關節承受重量，
支撐身體；減少會引發疼痛的活動，對於骨關節炎也具有很大的
幫助。
(三) 物理治療：主要是採用熱療之方式，利用超音波及熱敷袋或浸潤
在熱腊中，以解除骨關節的不適及肌肉痙攣之情況，可使酸痛的
關節獲得舒緩。
(四) 注射針劑：於關節腔內注射玻尿酸鈉（Sodium hyaluronate）
，由
於它具有高度的保水性、黏彈性和潤滑作用，可覆蓋於軟骨表面
保護軟骨，可作為一種潤滑劑幫助關節活動，以防止磨損及退
化，同時也可抑制一些發炎反應，增加關節活動度，對於關節炎
的患者有減輕疼痛及改善功能的效果，而且也沒有副作用。
Cohen 等人的研究指出，選擇玻尿酸鈉注射對於腳踝骨關節炎的
疼痛是安全且有效的。
若經藥物、物理治療或注射針劑等療法後仍未能控制骨關節疼痛時，
則需考慮手術治療，手術治療包括：關節鏡手術、截骨矯正手術及關節重
建手術等。
骨關節炎療法除上述之方式外，還有局部藥物治療，包括典型的非類
固醇的抗發炎藥物（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
Acetaminophen、Acetylsalicylic acid (Aspirin)、Indomethacin 等 [5, 6] 與 capsacin
[7, 8]
已被證明在舒緩骨關節炎症狀與口服 NSAIDs 一樣有效，且能使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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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更好。
本試驗使用中藥複方 OA2，六味地黃丸最早出自宋朝錢乙所著的《小
兒藥證直訣》
，被清汪昂《醫方集解》列為補養方劑的第一方，有「補真陰，
除百病」的記載，中國人至少服用了九百年以上。另由藥物組成來看，六
味地黃丸似由醫聖張仲景的金匱腎氣丸所化裁。
由於古今用藥基原、度量衡、用法與劑量之變異，並考量國際（FDA）
中草藥臨床試驗規範與中草藥試驗研發之國際競爭力，本團隊依照傳統中
醫臨床診治處方原則，並參考 GMP 藥廠相關藥材製備經驗調整藥味之劑
量。依以上所述之機轉，我們假設服用中藥複方能輔助改善關節炎患者之
病程、提高生活品質。因此，我們希望透過一項為期八週、隨機、雙盲、
安慰劑控制式臨床試驗，評估六味地黃丸輔助改善關節炎之有效性與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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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 試驗時間：101 年 01 月 01 日 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
二、 收案人數：共 81 位受試者
三、 試驗倫理：
本試驗將遵循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Guideline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與赫爾辛基宣言。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醫學倫理暨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independent
ethics committee（IEC）通過審查計畫書與受試者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
form；ICF）後，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進行研究，由
風濕免疫過敏科醫師篩選符合收案及排除標準的骨關節炎受試者。
四、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單一中心、平行、隨機、雙盲、第二期、安慰劑對照式臨
床試驗，目標納入研究樣本為 81 位骨關節炎患者。經 2：1 隨機分派後，
54 位分派至治療組服用六味地黃丸，27 位分派到安慰劑組，進行為期 8 週
臨床試驗。
(一) 納入條件：
1. 20 歲以上之成年人
2. 能了解本研究目的，並願意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3. 經醫師診斷為膝部或髖部骨關節炎患者
4. 經醫師 X-光認定及判讀證實關節間隙狹窄或骨刺
5. 在隨機進入試驗前若有使用非類固醇或類固醇之骨關節炎藥物
需穩定劑量服用至少 1 週
6. 經 WOMAC 骨關節炎指標之疼痛程度評估（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WOMAC) LK3.0 Osteoarthritis Index pain
subscale）於過去 2 週至少具有＞4 分之疼痛感
(二) 排除條件：
1. 懷孕、哺乳婦女或半年內計劃懷孕的婦女
2. 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中的癌症病人
3. 在關節上方有開放性損傷治療中
(三) 退出(禁止)條件：
1. 進入試驗後新增或改變任何影響骨關節炎療效評估之治療，含
關節手術、醫療院所之復健治療、關節內注射。
2. 順從率(compliance)＜70%退出本研究
受試者需於第 0、4、8 週返回門診追蹤，收集基本資料、接受身體例
行性檢查（身高、體重）、量表評估，第 0、8 週則須多加血液生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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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WOMAC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13]
(二) 100-point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紀錄關節疼痛與僵硬程度
(scored from 0 to 10，0 representing very good)
(三) SF-36 健康生活品質量表(quality of life by Short Form-36)
(四) 病人整體評估(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 PGA: scored from 0 to 4, 0
representing very good)
(五) BCQ (Body Constitution Questionnaire)中醫體質量表
(六) 生化指標：高敏感度 C-反應蛋白(Hs-CRP)、紅血球沈降素速率
(ESR)
(七) 安全指標：血液常規(CBC)、肌肝酸(Serum creatinine)、麩丙醋酸
轉胺酶(GPT)
(八) 副作用及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AE)、嚴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SAE)。
1. 主要療效指標：
兩組於第 8 週之 WOMAC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相較於第 0 週之差異 [12-13]。
WOMAC LK3.0 Osteoarthritis Index：此項指標經承認具良好的
信度、效度、與多面向性。共包含 24 個問題：疼痛評估 5 題、
僵直程度評估 2 題、身體功能評估 17 題；每題分數以 5 點之
Likert scale 來評估，0-4 分（0 代表完全不會）
，總分為 0-96 分，
參閱附件一。
2. 次要療效指標：
(1) 兩 組 於 第 4, 8 週 之 WOMAC (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osteoarthritis index 相較於第 0 週之
差異。
(2) 兩組於第 4, 8 週之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SF-36 健
康生活品質量表（quality of life by Short Form-36）、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PGA：scored from 0 to 4，0 representing
very good）相較於第 0 週之差異。
(3) 根據國際骨關節炎研究會 (OARSI) 定義 WOMAC 稱之為
有效改善的條件如下(兩項中其中一項有達到稱為有效改
善)：
WOMAC 量表中的身體疼痛分數 (Body pain) 或身體
功能分數 (Body Function) 改善 50% 以上和 VAS 改善 5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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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項中達成兩項即可：
甲、身體疼痛分數改善 20% 以上及身體疼痛分數改善 1 公
分。
乙、身體功能分數改善 20% 以上及身體疼痛分數改善 1 公
分。
丙、病人整體評估為 good 或是 Excellent。
(4) 兩組於第 8 週之高敏感度 C-反應蛋白（Hs-CRP）、紅血球
沈降素速率（ESR）相較於第 0 週之差異。
(5) 由 BCQ 中醫體質量表分類出三個組別，體質
陰虛組 (Yin deficiency)：中醫體質量表陰虛總分
)
陽虛組 (Yang deficiency)：中醫體質量表陽虛總分
痰濕瘀滯組 ( Qi Stagnation)：中醫體質量表痰濕瘀滯總分
。
3. 安全性指標：
(1) 兩組於第 8 週之血液常規（CBC）
(2) 肌肝酸（Serum creatinine）
(3) 麩丙醋酸轉胺酶（GPT）
(4) 安全性報告表
五、 試驗品部分 (劑量與用法)：
(一) 中文品名：「莊松榮」六味地黃丸
(二) 英 文 品 名 ： LIOW WEY DIH HUANG WAN EXTRACT PILL
"CHUANG SONG ZONG"
(三) 許可証字號：衛署藥製 039105（2014/7/31）
(四) 處方成份：熟地黃、山茱萸、山藥、澤瀉、牡丹皮、茯苓、蜂蜜、
澱粉。
(五) 基源鑑定及製備：委由莊松榮製藥廠有限公司執行，並依科學中藥
製劑流程，將所有藥材一次煎煮、濃縮，真空噴霧造粒後，加以鋁
箔包裝，並提出製劑規格內容，包括製劑濃縮倍數、各藥物之基原、
主要鑑定成分分析等。
(六) 每日劑量：熟地黃 8g、山茱萸 4g、山藥 4g、澤瀉 3g、牡丹皮 3g、
茯苓 3g；以上 6 味藥，希望濃縮後少於 4g。
(七) 儲存溫度：室溫下即可，不需冷藏。
(八) 用量用法： 每天早晚各 3 克(500mg/顆)。
(九) 適應症：肝腎不足、腰痛足痠、頭暈目眩、消渴、舌燥喉痛、足跟
作痛。
(十) 注意事項及其他說明：遵照納入與排除條件與經醫事專業人員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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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身體如有特殊情形發生，請立即停止服用，並聯絡試驗主持
人或研究護士。
六、 附加治療：所有附加治療會被記錄於個案報告表中：包含有藥物名
(generic names only except for combination products)、每日總劑量 (total
daily dose)、治療期間 (duration of treatment)、服用方法。
七、 調查部分：
由研究護理師於無人打擾之診間進行生理檢查（身高、體重、血壓）
、
收集基本資料、評估量表、定時追蹤患者情形、評估副作用及不良事件
（Adverse Event，AE）
、嚴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SAE）通報、
副作用及退出試驗原因評估。測量血壓部分，為避免因受試者情緒或時間
與空間所造成的測量誤差，因此會先請受試者休息五至十分鐘後再進行測
量。
八、 生化檢驗部分：
由本院檢驗科進行抽血，檢驗項目包括：生化指標：高敏感度 C-反應
蛋白（Hs-CRP）
、紅血球沈降素速率（ESR）與安全指標：血液常規（CBC）
、
肌肝酸（Serum creatinine）、麩丙醋酸轉胺 酶（
GPT）。
九、 副作用：
在試驗期間會需要抽血檢查，而抽血程序可能會有局部的不舒服、瘀
青或腫，比較罕見的會出現抽血處局部的感染，紅腫不適的部位，可於前
三天採用冰敷 5-10 分鐘，爾後利用熱敷以消除瘀血。估計一位病患每次須
抽血 20 毫升,遠比單次捐血 250 毫升少，應無危險性，但若病患有身體不適
之情形發生，應立即停止抽血並請病患平躺休息。
十、 資料之搜集處理及統計分析方法：
本 研究納 入統計分 析的資 料來源， 將採 用 ITT 法（ intend-to-treat
analysis），因此分析族群的定義以隨機分配之治療為主（based on their
assigned treatment），而不論其醫囑性（compliance），此法的缺點為評估療
效較為保守，但若在保守的評估之下試驗用藥依然有效，則真正的療效必
然更好。因為未遵醫囑通常為非隨機的，在研究進行中病人覺得沒有療效
而退出試驗或不願意使用藥，若將此類病人排除，將有高估療效的可能，
此方法亦為臨床試驗分析中最常被使用的。
(一) 利用 Kolmogorov-Smirnov test 來評估連續性資料是否呈現常態分
佈。
1. 資料若為常態分佈，數值則以 mean + SD 呈現。
2. 資料若為非常態分佈，數值則以 median (IQR) 呈現。
(二) 評估治療組與對照組之間，連續性變項分佈的差異情形 (如：年
齡、體重、血壓、生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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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呈現常態分佈，採用 student t-test。
2. 資料非常態分佈，採用 Wilcoxon rank-sum test。
(三) 評估治療組與對照劑組之間，類別變項分佈的差異情形 (如：功
能指標、proportion、frequency)，則採用 Chi-square test。
(四) 評估治療組、對照組，於第 4 週、第 8 週連續性變項分相較於第 0
週連續性變項分佈的差異情形：
1. 資料呈現常態分佈，採用 paired t-test。
2. 資料呈現非常態分佈，採用 Wilcoxin signed-rank test。
(五) 樣本數之估算（Samples size estimation）：本研究之第一型誤差（a）
設定為 0.05，第二型誤差（b）設定為 0.2，即本研究之統計檢定
力（1-b）為 0.8，統計試驗為雙尾檢定。研究主要療效指標為第 4
週相較於第 0 週之 WOMAC score 的平均降低值，治療組預期降
38 分，安慰劑組降 27 分，標準差（SD）參考其他膝部骨關節炎
（knee osteoarthritis）臨床試驗數值為 22，則計算出所需的總樣本
數為 63 人，預估退出率為 20%，本研究預定總樣本數收集 81 人。
(六) 主要療效指標、次要療效指標、安全性指標、患者情形、副作用、
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AE）、嚴重不良事件（Serious Adverse
Event，SAE）、及退出試驗原因皆會被記錄與評估。
(七) 遺 漏 資 料 處 理 與 記 錄 ： 遺 漏 值 之 插 補 採 用 LOCF 法 （ Last
Observation Carried Forward），即使用最後一筆測量值替代。
(八) 資料的追蹤與確認（data clean up 資料清洗）：目的在確認研究資
料的正確性（accuracy），確保研究資料的完整性（completion）
與堪用程度（availability）。資料處理人員，於資料收集完畢之後，
在進入真正的統計分析之前，需進行資料預檢，目的在於資料除
錯及是否有遺漏值與疑問值。
(九) 當資料分析採用 intention-to-treat（ITT）原則時，必須插補退出試
驗者的資料。當資料插補及清理（clean up）完畢之後，才可以進
行第一階段的揭盲。其納入原則為受試者至少必須服用一包藥
（one dose），才可以將該筆資料列入分析。
(十) 當資料分析採用 Per-Protocal（PP）原則時，需將沒有遵照計畫書
完成試驗的樣本剔除（至少要完成 75％），且只要療效指標必須
是有效的測量，才能將該筆資料納入分析。利用此法分析資料要
注意退出率不可太高。
(十一) 離群值與極端值的處理原則：偏離值（outlier）─指變項偏離常
態、不尋常的數值，也就是與多數受測者的反應數值極端不同
的狀況。極端值（extreme）為嚴重的偏離情形。極端值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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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同時具有醫學及統計學上的意義。在醫學的文獻上，對於
這些測量值都會有一個適當的範圍（appropriate action）。
(十二) 上述評估資料以 SPSS 10.0 套裝軟體及 SAS 9.0 計算 p 值，p 值
小於 0.05 者為具統計學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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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此研究共篩選 83 位受試者，其中有 2 位因無法配合而篩選失敗，其餘
81 位受試者均通過篩選標準，進一步地以隨機分派的方式到治療組 (n = 54)
與安慰劑組 (n = 27)。經過 8 週的試驗期，在治療組與安慰劑組分別有 42
位研究對象與 21 位研究對象完成所有試驗程序。其中 3 位治療組和 2 位安
慰劑組因自認療效不佳；3 位治療組和 3 位安慰劑組因不良反應以及 6 位治
療組和 1 位安慰劑組因無法按時返診，而退出此試驗。不良反應分別為：
安慰劑組頭暈 1 位、胃痛 1 位、心悸及失眠一位；治療組喉嚨痛 1 位、胃
痛 1 位、心悸及胸悶 1 位。(Figure 1)
Table 1 為 81 位受試者 (第 0 週) 在基線 (baseline) 的人口學資料、身
體測量值、生化檢驗值、骨關節炎指標 (WOMAC)、病患自我痛楚程度評
估 (VAS)、醫師整體評估 (PTA)、病人整體評估 (PGA) 以及健康生活品質
問卷 (SF-36)。在基本人口學資料中，治療組的平均年齡是 64.28 歲，安慰
劑組的平均年齡是 66.52 歲，兩組男性的比例分別是 14.81%與 11.11%，並
且年齡與性別的分佈在兩組間均無統計顯著差異 (p = 0.329 及 0.744)。在身
體測量值部份，治療組的平均體重為 59.00 公斤、平均身高是 156.60 公分、
收縮壓的平均值是 133.00mmHg、舒張壓的平均值是 79.00mmHg；安慰劑
組的平均體重為 60.00 公斤、平均身高是 155.40 公分、收縮壓的平均值是
134.00 mmHg、舒張壓的平均值是 79.00mmHg，並且這些數值在兩組間皆
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p = 0.683、0.649、0.660、0.346)。生化檢驗值、骨關節
炎指標 (WOMAC)、病患自我痛楚程度評估 (VAS)、醫師整體評估 (PTA)、
病人整體評估 (PGA) 以及健康生活品質問卷 (SF-36)，在兩組間皆未達統
計顯著差異。
Table 2 為治療組與安慰劑組的受試者在第 4 週與第 0 週的差異比較，
數值呈現常態分佈，以第 4 週減去第 0 週的平均差異顯示；數值呈現非常
態分佈，則以第 4 週減去第 0 週的中位數 (四分位差；IQR) 呈現。在身體
測量部分，體重 (p = 0.114)、收縮壓 (p = 0.135) 與舒張壓 (p = 0.798) 在
治療組與安慰劑組均無統計顯著差異。骨關節炎指標 (WOMAC) (p = 0.410)
以及身體疼痛 (p = 0.980)、僵直情形 (p = 0.591) 與身體功能 (p = 0.136)
在兩組間均無統計顯著差異。病患自我痛楚程度評估 (VAS) (p = 0.584)、醫
師整體評估 (PTA) (p = 0.496)、病人整體評估 (PGA) (p = 0.496) 與健康生
活品質問卷 (SF-36) (p = 0.534)，在兩組間也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Table 3 為治療組與安慰劑組的受試者在第 8 週與第 0 週的差異比較，
數值呈現常態分佈，則以第 8 週減去第 0 週的平均差異顯示，數值呈現非
常態分佈，則以第 8 週減去第 0 週的中位數 (IQR) 呈現。身體測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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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僅達到邊緣顯著差異 (p = 0.057)。第 8 週的收縮壓變化在治療組與安
慰劑組間具有統計顯著差異 (p = 0.022)，治療組的收縮壓數值在第 8 週相
較第 0 週中位數減少 15.00 mmHg，安慰劑組的收縮壓數值在第 8 週相較第
0 週無太大差異，其中位數為 0.00mmHg，而舒張壓則無達到統計上顯著。
生化檢驗值、骨關節炎指標 (WOMAC) (p = 0.659)、病患自我痛楚程度評估
(VAS) (p = 0.255)、醫師整體評估 (PTA) (p = 0.138)、病人整體評估 (PGA)
(p=0.851) 以及健康生活品質問卷 (SF-36) (p = 0.193)，在兩組間皆未達統計
顯著差異。
Table 4 為治療組經由 8 週的治療後，WOMAC 有效改善組與未改善組
在第 0 週的基本人口學、身體測量、生化檢驗、骨關節炎指標 (WOMAC)、
病患自我痛楚程度評估 (VAS)、醫師整體評估 (PTA)、病人整體評估 (PGA)
以及健康生活品質問卷 (SF-36)。藉由此表可看到兩組在各變項中未達統計
顯著差異。
Figure 2 及 Figure 3 為治療組與安慰劑組的 WOMAC 與 SF-36 在第 0、
4、8 週的平均分數。我們可以觀察到治療組及安慰劑組經過 8 週的試驗期
後，WOMAC 平均分數皆有降低的趨勢，故兩組間無達統計顯著差異。而
治療組經過 8 週的試驗期後 SF-36 平均分數有上升的趨勢，兩組間皆未達
統計顯著差異。
Figure 4 及 Figure 5 為治療組與安慰劑組的收縮壓(SBP)及舒張壓
(DBP) 在第 0、4、8 週的 WOMAC 分數的變化。我們可以觀察到治療組經
過 8 週的試驗期後，SBP 第 4 週降了 2 mmHg 到第 8 週降了 16 mmHg、DBP
第 4 週降了 1 mmHg 到第 8 週降了 4 mmHg；安慰劑組經過 8 週的試驗期後，
SBP 沒有任何變化、DBP 則是第 4 週升 3 mmHg 到第 8 週降回 0 mmHg。
兩組間的差異只有 SBP 在第 8 週時有呈現統計上顯著差異 (p = 0.022)。
Figuer 6 及 Figuer 7 為高血壓族群其治療組與安慰劑組之收縮壓(SBP)
及舒張壓(DBP)在第 0、4、8 週的變化。高血壓族群之定義為：收縮壓
(SBP)>120mmHg 或舒張壓(DBP)>80mmHg。Figuer 6 可看出治療組有明顯
下降之趨勢，且於第 8 週兩組呈現邊緣性顯著差異(P=0.056)。
Table 5 由陰虛組 (Yin deficiency)、陽虛組 (Yang deficiency)、痰濕瘀滯
組 (Qi Stagnation) 、陰虛 + 陽虛組、陰虛 + 痰濕瘀滯組、陽虛 + 痰濕瘀
滯組以及陰虛 + 陽虛 + 痰濕瘀滯組等七個變項組成。由此表可看出在治
療組中此七個組別在有效組 (22 人) 與無效組 (32 人) 兩組間的人數及所
佔之比例，而兩組間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Table 6 為治療組與安慰劑組不良反應事件件數與比例，由表中得知治
療組中喉嚨痛 1 位 (0.9%)、胃痛 1 位 (0.9%)、嘴巴乾 1 位 (0.9%)、嘴巴破
2 位 (1.9%)、心悸 1 位 (0.9%)、胸悶 1 位 (0.9%)，共 8 人次；安慰劑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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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頭暈 1 位 (1.9%)、胃痛 1 位 (1.9%)、皮膚癢 2 位 (3.7%)、水腫 1 位
(1.9%)、膀胱炎 1 位 (1.9%)、心悸 1 位 (1.9%)、失眠 1 位 (1.9%)、胃脹 1
位 (1.9%)，共 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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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本研究平均受試者年齡為 64.28 歲，而女性受試者比男性受試者多。其
結果治療組經過 8 個禮拜的六味地黃丸治療之後，骨關節炎指標 (WOMAC)
有下降的趨勢、健康生活品質問卷 (SF-36) 分數也有上升的趨勢，然而治
療組與安慰劑組間並無顯著的差異。雖然主要療效指標並無顯著差異，但
研究顯示舒張壓有明顯下降且達統計上顯著效益。有實驗結果顯示六味地
黃丸有利於對高血壓及高血壓性心肌肥厚的治療[20]。另有腎動脈狹窄型高
血壓大鼠在服用六味地黃丸後有明顯降壓和改善腎功能作用。[23]。
六味地黃丸在骨關節炎的療效成效不彰可從三方面去探討：第一、是
否為藥物劑量不足？本次研究之藥物─六味地黃丸劑量為每天 6 顆，500mg/
顆。或許能在下一次提升劑量對照本次研究比較其差異性。第二、是否為
研究時間不夠長？根據文獻記載六味地黃丸皆經由 8 週試驗後會有明顯療
效[21]、[22]、[23]，故研究時間長度也許不是造成療效不彰的主因。第三、本研
究納入條件僅根據確診為骨關節炎患者設計，無思考到中醫文獻記載之證
型。根據文獻記載六味地黃丸此方屬補陰劑，適用於陰虛證。陰虛是指以
肝腎陰虛為主。 [20]根據 Table 5 得知收納為陰虛型者與其他證型者數量不
多，未得到統計上顯著差異，或許下次能針對此證型再進一步增加所需樣
本數。

伍、結論與建議
六味地黃丸使用八週安全性良好，對骨關節炎症狀並無療效，但可能
具降血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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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83 patients screened for eligibility

2 patient failed screening

81 patients randomized to 2 groups

54 patients assigned to
LWOHW

27 patients assigned to
Placebo

42 patients completed study

21 patients completed study

12 patients dropout due to

6 patients dropout due to

3 Lack of efficacy

2 Lack of efficacy

3 Adverse events

3 Adverse events

6 Lose of follow up

1 Loss of follow up

Figure 1. Study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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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eline demographics characteristics.
LWOHW
(n = 54)
Age (years) a
64.28 ± 10.09

Placebo
(n = 27)
66.52 ± 8.78

p value
0.329

Gender (male %) b

8.00 (14.81%)

3.00 (11.11%)

0.744

Weight (kg) b

59.00 (12.00)

60.00 (9.00)

0.683

Height(cm) a

156.60 ± 6.48

155.40± 7.49

0.649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b

133.00 (15.00)

134.00 (25.00)

0.660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b

79.00 (12.00)

79.00 (13.00)

0.346

Mean blood Pressure (mmHg) b

97.50 (11.67)

98.00 (18.67)

0.458

6.41 ± 1.50

6.13 ± 1.34

0.413

RBC(mm) b

424.00 (54.00)

436.00 (59.00)

0.582

Hb (gm/dL) b

13.20 (1.60)

13.20 (1.50)

0.792

38.87 ± 3.62

39.71 ± 2.72

0.294

MCV(fl) b

91.95(4.00)

92.80 (5.80)

0.283

MCH(g/dL) b

30.70 (1.65)

31.10 (1.30)

0.550

MCHC(g/dL) a

33.53 ± 0.96

33.32 ± 0.86

0.333

230.15 ± 51.43

221.70 ± 47.06

0.477

GPT (IU/l) b

15.00 (6.00)

17.00 (10.00)

0.096

Creatinine (mg/dl) a

0.83 ± 0.23

0.84 ± 0.17

0.860

HS-CRP(mg/dL3) b

0.10 (0.13)

0.09 (0.15)

1.000

21.00 (14.00)

17.00 (8.00)

0.061

5.08 ± 1.19

5.43 ± 0.99

0.482

WOMAC b, d

18.00 (18.00)

22.00 (12.00)

0.078

Body pain b

5.00 (4.00)

5.00 (2.00)

0.784

Stiffness b

2.00 (3.00)

2.00 (1.00)

0.327

10.00 (12.00)

15.00 (8.00)

0.049*

VAS b, e

5.00 (2.00)

5.00 (1.10)

0.764

PTA b, h

5.00 (2.00)

5.00 (1.00)

0.785

PGA b, f

5.00 (2.00)

5.00 (0.50)

0.851

SF-36 a, g

461.9 ± 155.7

467.6 ± 136.2

0.871

57.13 ± 21.40

57.22 ± 20.72

0.985

WBC(mm3) a, c

Ht(％)

a

Platelet(mm3) a, c

ESR (mm/hr) b
Uric acid (mg/dL) a

Physical function b

Vitalit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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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functioning a

LWOHW
(n = 54)
59.81 ± 21.35

Placebo
(n = 27)
52.04 ± 19.13

Bodily pain b

52.00 (31.00)

51.00 (22.00)

0.193

General health perceptions b

50.00 (35.00)

50.00 (35.00)

0.589

Physical role functioning b

25.00 (100.00)

50.00 (100.00)

0.354

Emotional role functioning b

66.67 (100.00)

66.67 (100.00)

0.858

Social role functioning b

87.50 (37.50 )

87.50 (37.50)

0.980

Mental health a

p value
0.115

0.551
63.63 ± 18.52
66.37 ± 21.12
median (IQR), c *103, d WOMAC：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mean ± SD, b
Universities,
e
VAS: Visual Analogue Scale, f PGA：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
g
SF-36: Short-Form-36 Health Survey, h PTA：Patient Total Assessment, * p-value <
0.0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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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fference of Result between week 0 and week 4.
LWOHW
(n = 54)

Placebo
(n = 27)

p value

0.00 (0.30)

0.00 (0.60)

0.114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b

-1.50 (17.00)

0.00 (11.00)

0.135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b

-0.5.00 (11.00)

3.00 (8.00)

0.798

Mean blood Pressure (mmHg) b

0.00 (9.67)

0.00 (6.33)

0.671

WOMAC b, d

-1.00 (5.00)

-3.00 (6.00)

0.410

Body pain b

-1.00 (3.00)

-1.00 (3.00)

0.980

Stiffness b

0.00 (1.00)

0.00 (2.00)

0.591

Physical function b

-1.00 (8.00)

-3.00 (10.00)

0.136

VAS b, e

-0.50 (3.00)

0.00 (3.00)

0.584

PTA b, h

0.00 (2.00)

0.00 (1.00)

0.496

PGA b, f

0.00 (2.00)

0.00 (6.00)

0.496

SF-36 a, g

22.99 ± 100.80

9.33 ± 73.09

0.534

Vitality a

-0.37 ± 14.82

3.33 ± 13.87

0.282

Physical functioning a

4.06 ± 20.38

4.26 ± 13.92

0.958

Bodily pain b

0.00 (19.00)

0.00 (12.00)

0.753

General health perceptions b

0.00 (20.00)

0.00 (20.00)

0.259

Physical role functioning b

0.00 (0.00)

0.00 (50.00)

0.423

Emotional role functioning b

0.00 (0.00)

0.00 (0.00)

0.712

Social role functioning b

0.00 (12.50)

0.00 (25.00)

0.679

Weight (kg) b

Mental health a
0.860
2.07 ± 15.10
1.48 ± 13.71
a
mean ± SD, b median (IQR), c *103, d WOMAC：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e
VAS: Visual Analogue Scale, f PGA ： 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 g SF-36:
Short-Form-36 Health Survey,
h
PTA: Patient Total Assessment, * p-value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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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fference of Result between week 0 and week 8.
LWOHW
(n = 54)

Placebo
(n = 27)

p value

0.00 (0.20)

0.00 (1.00)

0.057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b

-15.00 (5.50)

0.00 (25.00)

0.022*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b

-3.50 (8.00)

0.00 (10.00)

0.129

Mean blood Pressure (mmHg) b

-3.83 (10.00)

0.00 (12.00)

0.071

WBC(mm3) a, c

0.10 ± 1.10

-0.06 ± 0.84

0.509

RBC(mm) b

0.00 (12.50)

0.00 (14.00)

0.378

Hb (gm/dL) b

0.00 (0.50)

0.00 (0.70)

0.206

Ht(%) a

-0.23 ± 1.63

0.06 ± 1.54

0.442

MCV(fl) b

0.00 (1.40)

0.00 (1.60)

0.747

MCH(g/dL) b

0.00 (0.20)

0.00 (0.50)

1.000

MCHC(g/dL) a

0.10 ± 0.42

0.10 ± 0.55

0.986

-9.80 ± 25.48

9.15 ± 22.46

0.084

GPT (IU/l) b

0.00 (4.00)

0.00 (6.00)

0.665

Creatinine (mg/dl) a

0.00 ± 0.10

0.01 ± 0.09

0.754

HS-CRP(mg/dL3) b

0.00 (0.06)

0.00 (0.08)

0.495

ESR (mm/hr) b

0.00 (4.00)

0.00 (4.00)

0.408

Uric acid (mg/dL) a

-0.04 ± 0.42

-0.06 ± 0.32

0.885

WOMAC b, d

-2.00 (10.00)

-5.00 (12.00)

0.659

Body pain b

-2.00 (3.00)

-1.00 (4.00)

0.471

Stiffness b

-1.00 (2.00)

-1.00 (2.00)

0.062

Physical function b

-5.00 (9.00)

-6.00 (8.00)

0.236

VAS b, e

-0.75 (3.00)

0.00 (4.00)

0.255

PTA b, f

0.00 (2.00)

0.00 (1.00)

0.138

PGA b, h

5.00 (2.00)

5.00 (0.50)

0.851

SF-36 a, g

40.87 ± 80.70

13.43 ± 101.90

0.193

Vitality a

4.07 ± 15.84

0.37 ± 22.83

0.454

Physical functioning a

0.98 ± 20.69

7.04 ± 13.75

0.989

Bodily pain b

0.00 (11.00)

0.00 (21.00)

0.636

General health perceptions b

0.00 (20.00)

0.00 (15.00)

0.123

Weight (kg) b

Platelet(mm3)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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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OHW
(n = 54)

Placebo
(n = 27)

p value

Physical role functioning b

0.00 (0.00)

0.00 (25.00)

0.173

Emotional role functioning b

0.00 (0.00)

0.00 (0.00)

0.466

Social role functioning b

0.00 (12.50)

0.00 (12.50)

0.229

Mental health a

3.93 ± 11.64

2.07 ± 15.27

0.546

10 (37.04%)
Responder (%) i
22 (40.74%)
0.812
a
b
c
3 d
mean ± SD, median (IQR), *10 , WOMAC：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Universities,
e
VAS：Visual Analogue Scale, f PGA：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 g SF-36：
Short-Form-36 Health Survey,
h
PTA：Patient Total Assessment, i Responder：WOMAC NRS version of the pain
subscale and the evaluation of responder rates,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Outcome
Measures in Rheumatology (OMERACT)-Osteoarthritis Research Society
International (OARSI) criteria23 (≥50% improvement in pain or function together
with an absolute improvement of 50 mm on the VAS, or two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20% improvement in pain together with an absolute improvement of
≥10 mm; ≥20% improvement in function together with an absolute change of 10
mm; and response of “good” or “excellent” on the PGA). Patient Total Assessment,
*
p-value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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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Baseline subgroup analysis between responder and non-responder in
TCM treatment group.
Responder i
Non-responder
p value
(n = 22)
(n = 32)
Age (years) a
0.959
64.36 ± 10.08
64.22 ± 10.26
Gender (male %)

3.00 (13.64%)

5.00 (15.63%)

1.000

Weight (kg) b

60.00 (14.00)

58.00 (11.50)

0.882

Height(cm) a

157.00 ± 6.58

156.30 ± 6.49

0.696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b

134.50 (29.00)

132.00 (14.00)

0.401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mmHg) b

82.50 (14.00)

78.00 (12.50)

0.207

Mean blood Pressure (mmHg) b

100.50 (10.33)

95.67 (10.67)

0.129

6.64 ± 1.65

6.24 ± 1.38

0.346

RBC(mm) a

432.00 ± 52.76

421.80 ± 31.83

0.435

Hb (gm/dL) a

13.24 ± 1.68

12.98 ± 1.12

0.533

Ht(%) a

39.30 ± 4.51

38.58 ± 2.92

0.522

MCV(fl) a

91.13 ± 4.21

91.48 ± 3.12

0.728

MCH(g/dL) a

30.47 ± 2.14

30.75 ± 1.16

0.583

MCHC(g/dL) b

33.30 (1.20)

33.60 (1.10)

0.374

227.64 ± 61.33

231.94 ± 44.08

0.768

GPT (IU/l) b

17.00 (8.00)

14.00 (6.00)

0.360

Creatinine (mg/dl) b

0.80 (0.10)

0.80 (0.19)

0.389

HS-CRP(mg/dL3) b

0.10 (0.12)

0.11 (0.15)

0.950

20.50 (12.00)

22.00 (18.00)

0.320

5.14 ± 1.51

5.05 ± 1.10

0.889

18.00 (17.00)

18.00 (18.50)

0.833

Body pain b

5.50 (4.00)

5.00 (4.00)

0.409

Stiffness b

2.00 (3.00)

2.00 (2.00)

0.335

10.00 (12.00)

9.50 (13.00)

0.806

VAS a, e

5.84 ± 2.29

5.73 ± 2.16

0.855

PTA b, h

3.00 (3.00)

5.00 (1.00)

0.266

PGA b, f

5.00 (2.00)

5.00 (0.85)

0.364

SF-36 a, g

481.20 ± 162.00

448.10 ± 152.30

0.451

WBC(mm3) a, c

Platelet(mm3) a, c

ESR (mm/hr) b
Uric acid (mg/dL) a
WOMAC b, d

Physical function b

27

Vitality b

Responder i
(n = 22)
60.00 (30.00)

Non-responder
(n = 32)
55.00 (30.00)

Physical functioning a

55.45 ± 21.43

62.90 ± 21.09

0.214

Bodily pain a

58.82 ± 19.48

54.66 ± 22.45

0.484

General health perceptions a

46.82 ± 21.13

49.44 ± 22.59

0.669

Physical role functioning b

50.00 (100.00)

0.00 (75.00)

0.081

Emotional role functioning b

100.00 (100.00)

33.33 (100.00)

0.314

87.50 (50.00)

87.50 (37.50)

0.816

Social role functioning b

p value
0.719

0.770
62.73 ± 18.74
64.28 ± 18.65
median (IQR), *10 , WOMAC：Western Ontario and McMaster

Mental health a

mean ± SD,
Universities,
e
VAS：Visual Analogue Scale, f PGA：Patient Global Assessment,
Short-Form-36 Health Survey,
h
PTA：Patient Total Assessment, * p-value < 0.05.
a

b

c

3 d

28

g

SF-36：

29

30

Figure 6. 高血壓族群 SBP 第 0 週至第 8 週血壓變化

Figure 7. 高血壓族群 DBP 第 0 週至第 8 週血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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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pattern in treatment group.
Responder
Non-Responder
(N=22)
(N=32)
Yin deficiency (%)
13(59.09 %)
22 (68.75 %)

p value
0.566

Yang deficiency (%)

13(59.09 %)

21 (65.63 %)

0.775

Qi Stagnation (%)
Yin deficiency and Yang deficiency
(%)
Yin deficiency and Qi Stagnation (%)

12(54.55 %)

16 (50.00 %)

0.787

11(50.00 %)

19 (59.38 %)

0.582

11(50.00 %)

16 (50.00 %)

1.000

Yang deficiency and Qi Stagnation (%)

10(45.45 %)

15 (46.88 %)

1.000

All a (%)
9(40.91 %)
15 (46.88 %)
a
*
Yin deficiency, Yang deficiency and Qi Stagnation, p-value < 0.05

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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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二：酸棗仁湯及天王補心丹治療失眠之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臨
床試驗

壹、前言
失眠的定義是睡眠的質或量不足 (inadequate quantity or quality of
sleep)，病人有可能抱怨入睡困難或是無法維持睡眠的狀態，嚴重的話有時
甚至會伴隨焦慮、健忘等症狀出現。失眠也是所有睡眠問題中最普遍的，
根據美國失眠的流行病學研究，近 1/3 的成年人一年中至少體驗過一次失
眠，約 10%的人長期被失眠所困擾。台灣失眠族群人數不論是各年齡層或
是不同性別都呈現增加的情況。失眠的盛行率逐年呈現增加的情況，2006
年盛行率 15.8%，到 2009 年已高達 21.8%，其中女性比男性高且隨著年齡
的增加而增加，此現象大致與美國的流行病學研究結果相似。
現今有許多人由於環境的壓力經濟的壓力或人際關係的壓力或其它的
種種原因而導致焦慮，常出現許多症狀，心悸、呼吸困難、盜汗、頻尿、
腸胃不適，甚至常會影響到睡眠。導致睡眠品質不良或無法入睡，常會求
診於醫師，尋求解焦慮的藥物或幫助睡眠的藥物，以解決他們在睡眠上的
困擾。其中在幫助入睡及解焦慮的藥物大部份為苯二氮平類藥物及
zoipidem，雖然助眠及解焦慮藥物能有效的幫助入睡，但它們有潛在性的風
險，如濫用、成癮、或發展成耐受性及依賴性。鎮靜助眠類藥物及解焦慮
藥物，常用以幫助睡眠，解決失眠的困擾，但如何安全的使用，以避開風
險是一目前仍未解決的副作用。苯二氮平類及相關的藥物(Benzodiazepine
and benzodiazepine-related drug)是非常普遍使用的解焦慮及助眠藥物，使用
此類藥物常造成暈眩嗜睡站立不穩等後遺症，以致於嚴重的造成跌倒及骨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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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擬收納 128 位受試者，其中至少 100 位可評估之受試者。
一、 納入條件(inclusion criteria)
(一)、 20-80 歲有失眠障礙的病患，匹茲堡睡眠評估量表（PSQI）＞6
分。
(二)、 沒有任何其他疾病所導致的失眠症。例如：精神疾病(憂鬱症
等)、睡眠呼吸中止症、心臟病史(急性心肌梗塞、心率不整)、
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
(三)、 每週有超過（含）三次入睡時間要 30 分鐘以上及睡眠時間小於
6 小時，連續有 1 個月。
(四)、 受試者必須確實了解本研究的試驗性質，並且簽署受試者同意
書。
二、 排除條件(exclusion criteria)
(一)、 參加此研究前 3 個月，曾發生重大事故或輪大夜班或有時差問
題(如長途飛行)。
(二)、 有任何其他疾病所導致的失眠症。例如：精神疾病(憂鬱症等)、
睡眠呼吸中止症、心臟病史(急性心肌梗塞)、高血壓控制不佳
(>140/90mmHg)、糖尿病控制不佳(HbA1C>7%)、癌症、消化性
潰瘍（正接受治療中）。
(三)、 進 入 試 驗 之 2 週 內 服 用 melatonin 或 melatonin agonist 、
acetylcholine、glutamate、serotonin、norepinephrine、GABA、
histamine、adenosine、prostaglandins 等藥物。
(四)、 若病患睡眠障礙導因於夜間頻尿。
(五)、 孕婦或哺餵母乳者。
(六)、 病患無法自行閱讀並填寫本研究之問卷者。
三、 臨床試驗設計：中藥隨機雙盲研究。
四、 試驗進行方法：
受試者為 20-80 歲有失眠障礙的病患，在進入試驗前先評估其納
入及排除條件後，合適者進入 2 週導入期，評估其身體狀態、問卷及
基本資料，進入本試驗。隨機分派為酸棗仁湯(n=48)、天王補心丹
(n=48)或安慰劑(n=32)三組。每日口服 2 次，每次 6g，持續服用 1 個
月。
試驗藥物：
使用天王補心丹及酸棗仁湯複方之科學中藥粉濃縮細粒(由 GM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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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生產製造，並符合無重金屬或農藥之殘留)一日 12 公克。受試者
每次服用 6 公克，一日 2 次，共服藥 1 個月。必要時可以服用安眠藥，
需詳實填寫於每日用藥記錄卡。
試驗追蹤期限：清除期：7 天、試驗期：1 個月
試驗地點：中山醫學大學大學附設醫院及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
區。
五、 療效及副作用的評估：
療效評估：收集受試者在基礎期及個別返診時在下列療效工具上的
表現
(一)、 從 V1 至 V3 每天填寫睡眠日誌。
(二)、 匹茲堡睡眠評估量表（PSQI）(附件 1)：於 V1(Day0)，
V2(Day14)，V3(Day28)，共 3 次實施。
(三)、 簡 明 版 一 般 性 健 康 相 關 生 活 品 質 量 表 (WHOQoL-bref
questionnaire) (附件 2)：於 V1(Day0)，V2(Day14)，V3(Day28)，
共 3 次實施。
(四)、 中醫體質量表問卷(附件 3)：於 V1(Day0)，V2(Day14)，
V3(Day28)，共 3 次實施。
(五)、 一位盲性研究員負責定期電訪受測者以確定依賴受測者紀錄
的藥物使用記錄(medication administration records (MAR))以
確保研究過程可以準確無誤地被登載。
安全性評估：
(一)、 生命徵象與檢查評估：於每次返診時進行。
(二)、 實驗室數值檢查：V1(Day0)，V3(Day28)，共 2 次。
1. 尿液檢查：Urine Routine 等項目。
2. 血液檢查：含 CBC(WBC、RBC、Hgb、Hct)等
項目。
3. 生化檢查：含 AC sugar、 total cholesterol、HDL-C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nd
LDL-C(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
TG、AST、ALT、BUN、Creatinine 及 uric acid
等項目。
4. 中藥不良反應問卷(附件 4)：於 V1(Day0)，
V2(Day14)，V3(Day28) ，共 3 次實施。
六、 資料之蒐集處理及統計分析方法：
所有收集的資料將由臨床監測人員(monitor)檢視，在確定與原始資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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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後則鍵入資料庫中，再以 SPSS 10.0 軟體進行分析。
(一)、描述統計：以描述性統計，如平均值、變異數、百分比等，探
討病人的差異。連續性資料的統計和基準點(baseline)變數的分
析將藉 Students t-test 或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來評估。
若資料不滿足常態性假設則改用無母數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方法分析。對於類別 (categorical)性質資料的統計和基準點
(baseline)比較，將用 Fisher’s exact test、Chi-square test 或 CMH
test 之統計方法評估。
(二)、安全性評估
安全性評估將包含不良反應事件(Adverse Events)發生情形。所
有不良反應事件將以 COSTART 做 coding Chi-square 或 Fisher’s
exact test 之統計方法評估。Laboratory test results 的分析比較
Visit 2-1 之 LAB 值以及與基準點(baseline)之間差異的比較
(change from the baseline for visit) 並 以 Students t-test 或
Wilcoxon Rank Sum Test 之統計方法評估。
(三)、有效性評估
主要療效(Primary efficacy)為比較 PSQI scores，以第一次問卷
和第三次問卷分數作比較為主要觀測指標(primary endpoint)。
次 要 療 效 (secondary efficacy) 為 包 含 中 醫 證 候 診 斷 問 卷 及
WHOQOL-BREF questionnaire，將以 t- test 或 Wilcoxon Rank
Sum Test 進行評估。
(四)、樣本數之估算（Samples size estimation）
本研究之第一型誤差（a）設定為 0.05，第二型誤差（b）設定
為 0.2，即本研究之統計檢定力（1-b）為 0.8，統計試驗為雙尾
檢定。研究主要療效指標為第 4 週相較於第 0 週之 PSQI scores
的平均降低值，依文獻回顧(30, 31, 32)酸棗仁湯組預期降 3.4
分，而安慰劑組降 1.2 分，標準差（SD）為 4.4，則計算出所
需的總樣本數為 63 人，預估退出率為 20%，而本研究設定酸
棗仁湯與安慰劑組比例為 3：2，故此兩組預計收案人數為 80
人，另外，目前並無天王埔心丹對於失眠的相關研究，其樣本
數估算比照酸棗仁湯，因此本研究預定總收集人數為 1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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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本計畫自 101 年 6 月 26 開始收案，截至 101 年 11 月 07 日中山附醫已
篩選 33 位受試者皆通過篩選隨機分派進入試驗、陽明院區已篩選 26 位受
試者，其中 6 位因不符條件篩選失敗，其餘 20 位皆進入試驗。共 53 位受
試者中有 7 位退出、67 人次產生不良反應、39 位受試者已結束試驗尚未得
知隨機分派結果，目前仍有 7 位受試者正在進行試驗。
受試者產生不良反應：身體水腫、腹脹、咳嗽各 7 人次；身體發癢 6
人次；喉嚨痛 5 人次；流鼻水、腹痛各 4 人次；抽筋、噁心各 3 人次；身
體有紫斑、嘔吐、呼吸困難各 2 人次；下背痛、黃疸、子宮炎症、四肢麻、
腳踝水腫、腹瀉、發燒、血尿、水泡紅腫、身體起疹子、嘴破、胸悶、肩
背痛、胸痛、蕁麻疹各 1 人次。退出原因：3 位遵從性差、2 位自認療效不
佳、2 位無法定期返診。
本試驗屬兩年計畫採隨機雙盲試驗，今年度資料收集尚未齊全且尚未
解盲，故還未有初步資料分析與結果。

肆、討論
本試驗屬於多中心計畫，不良反應人次及退出人數稍多。會再加強研
究護士於收案時與受試者溝通之能力。

伍、結論與建議
本試驗屬兩年計畫採隨機雙盲試驗，今年度資料收集尚未齊全且尚未
解盲，故還未有初步資料分析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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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本試驗屬兩年計畫採隨機雙盲試驗，今年度資料收集尚未齊全且尚未
解盲，故未有數據上的結果。下表為個案收案情形(Table 6)：
Subject ID

Initials

狀況

002-001

LWL

已完成

002-003

HLS

已完成

002-004

WSC

已完成

002-005

LJH

已完成

002-006

SMH

已完成

002-007

LFL

退出

002-008

WKC

已完成

002-009

HMF

已完成

002-011

TYC

已完成

002-014

WHY

退出

002-016

KSL

已完成

002-017

CMW

已完成

002-018

LCR

已完成

002-020

ZSJ

退出

002-021

HYJ

已完成

002-022

JFJ

已完成

002-023

LYL

退出

002-025

TLP

已完成

002-026

CFJ

已完成

001-001

HWT

已完成

001-002

CPW

已完成

001-003

CCY

已完成

001-004

CHC

已完成

001-005

HLC

已完成

001-006

LSH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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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原因

拒絕服藥

出國

未定期返診

未回診

Subject ID

Initials

狀況

001-007

CHH

已完成

001-008

HTY

已完成

001-009

SCM

已完成

001-010

CPH

已完成

001-011

WYH

已完成

001-012

CHF

已完成

001-013

LCH

退出

遵從性差

001-014

YSC

退出

遵從性差

001-015

WMH

已完成

001-016

HCH

退出

001-017

LCC

已完成

001-018

CCF

已完成

001-019

CWT

已完成

001-020

LSK

已完成

001-021

HCH

已完成

001-022

TSF

已完成

001-023

HPW

已完成

001-024

LSC

已完成

001-025

FWH

已完成

001-026

LHL

已完成

001-027

WPH

治療中

001-028

CCM

治療中

001-029

LHH

治療中

001-030

CSC

治療中

001-031

HHH

治療中

001-032

HCH

治療中

001-033

CYY

治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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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原因

遵從性差

編號：CCMP102-CT-204

教學醫院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張恒鴻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摘

要

本計劃由民國 90 年延續至今，承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現衛生福利
部中醫藥司）補助，持續強化臨床試驗中心研究團隊能力，建立完善的中藥藥品
研發之臨床試驗環境及標準作業程序，規劃並提報執行中藥臨床試驗案，提昇中
藥臨床試驗品質，本年度執行計畫，主要具體目標如下：
1.主要執行一項臨床試驗研究計劃案：
「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安
慰劑對照臨床試驗」
。2.聘請臨床試驗相關人員，完成臨床試驗計劃書並通過人體
試驗委員會審核。3.邀請各相關專家參與臨床試驗專案計劃，繼續修訂並執行中
醫藥臨床試驗之工作手冊及標準作業程序，使執行更落實並合理化。4.內部及外
部稽核作業。
「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採雙盲、隨機、
安慰劑對照研究，觀察評估使用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臨床療效及安全性。從
長庚醫院耳鼻喉科、呼吸胸腔科及中醫內兒科門診，選擇 20-65 歲亞急性咳嗽病
患，符合收案及排除標準者，治療組及對照組各 16 人進行試驗。治療組以神秘
湯膠囊，每次 2 公克(五顆)，每日 3 次口服。對照組以安慰劑膠囊，服法同試驗
組，服用 1 週追蹤 1 週。若咳嗽無緩解或加重者，均可根據酌情考慮加用鎮咳藥
dexomethorphan 15mg，每日 3 次口服。將以治療前後咳嗽症狀計分(CSS)及病患
自我評分(VAS)之改變量來評估兩組間有效率之差異，並監測其對血球及肝腎功
能等生化指標是否有影響。
本年度共執行 12 項臨床試驗案；標準作業程序新增 1 件、修正共 39 件；已
發表論文 10 篇；執行內部監測 2 次、外部監測 8 次、稽核 1 次、GCP 查核 1 次。
並且舉辦 1 場臨床試驗相關研討會、114 場專題會議、接受訪問 6 次及參加 33 場
教育訓練。
關鍵詞：中醫藥、臨床試驗、教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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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2-CT-204

Clinical Tri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n-Hong Cha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BSTRACT
The goals of this year are as follows: 1. To design and complete one clinical trial,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of Shen Mi Tang in
Treating subacute cough ”. 2. To enlist clinical trial staff and complete the protocols
and verified by the IRB committee.3. Invite each correlation exper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inical trial research, continues to revise and to carry out work handbook and the
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 the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rial.4. The internal audit
continues to trace the progress of the trials.5. Continuing to accord with the anticipant
targets by focusing on the recruit patient pool.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of Shen Mi Tang in
Treating subacute cough” will be undertaken at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32
Subacute cough patients will be enrolled, 16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and 16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The study will be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double-blind
clinical trial with medication for 7 days followed by observation for 7 days also. The
subjects of Treatment group will take Shen Mi Tang (400mg), 5 capsules TID for a
7days course of treatment. The subjects of Control group will take placebo capsules of
Shen Mi Tang, 5 capsules TID. The focus of the study is on the evaluation of efficacy
of this formula for Subacute cough by Cough Symptom Score(CSS) and Visual
Analogous Scale(VAS) and the safety of this formula will also be evalusted.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rial, Teaching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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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世界先進國家流行以中草藥養生與自然保健，中草藥市場已成
為國際間新興產業，隨著全球中醫藥市場國際化與自由化快速發展的風潮
下，2003 年全球植物藥及其成品銷售額達 250 億美元以上，並以 15%遞增，
整體來說，中草藥在國際市場的前景十分看好，商機無限。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2002 年發表「2002-2005 年傳統醫藥全球策
略」
，建請全球 180 餘國發展傳統與替代醫學政策，基於此一發展趨勢，日
本、德國、澳大利亞及加拿大等國家的藥品管理部門，開放對於已經審查
合格的產品可核准內銷的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人口逐漸老化與追求
自然的世界潮流的影響下，對藥性溫和的植物藥、中草藥及天然物的需求
日漸增加，使得美國、德國、日本、中國大陸等國，已陸續建立植物性產
品規範草案，並積極投入研發工作。
因此，藥材使用經驗豐富的台灣，更不該在國際市場中缺席，且台灣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亟須大力推動中草藥研發科技產業，才能
在全球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生存。有鑑於此，行政院早在 1995 年就頒定「加
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1998 年於行政院第二次生物技術策略會議
(SRB)結論，建議加速中藥之研發與篩選，結合學術研究機構及產業界發揮
團隊實力，針對特定疾病進行研發新藥，並嘗試在國內、外同時進行臨床
試驗，以創造成功的模式；1999 年第三次生物技術策略會議(SRB)結論，建
議進一步加強中草藥品質管制，確保中草藥的品質，此外為配合中草藥之
研究開發，建議積極執行中草藥智慧財產權保護、中藥資料庫之建立與發
展中藥臨床療效評估。
2004 年行政院於「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中，明確宣告建立新
臨床試驗體系與運作機制，台灣屬於較嶄新的研究方向，這是政府迎上廿
一世紀生物科技世代的新策略與新挑戰，同時在 2004 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
會議中更詳細就臨床試驗審查機制、基礎設施與鼓勵措施等向，作出健全
臨床試驗體系各項結論。
為達到中草藥現代化及科學化之目標，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1999 年公告「中藥新查驗登記申請須知」
。藥政處亦於 2000 年 3 月公告「植
物抽取新藥臨床試驗基準」
，全力推動成立中藥品質管制中心、中藥臨床前
安全性評估、中藥臨床療效評估、制定專利保護法及中醫藥國際化等重點
工作，2001 年經濟部提出中草藥產業技術發展五年計劃與 2003 年行政院生
技製藥國家型計劃，都將中草藥發展納入重點項目，全力發展中草藥為國
際性藥物。
雖然我國中藥製藥技術已向科學化邁進，但如何結合科學實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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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固有典籍中藥處方之新療效，以及利用天然中藥材開發新藥，關鍵在
於嚴謹可信的臨床試驗。
2001 至 2013 年底衛生署已輔導 18 家教學醫院設立中藥臨床試驗中
心，目前仍持續運作中，建構臨床試驗之軟硬體環境，培養執行臨床試驗
之能力，並辦理中醫藥臨床試驗訓練課程，建立符合國際規範之中藥研發
階段臨床試驗環境，並協助推動及執行中藥臨床試驗。
目前國內的中藥臨床試驗正處於草創時期，不論在法規、臨床試驗環
境及相關人才都還在建立和培育階段，許多法規及臨床試驗，都是參考西
藥的模式來建立。但是，中醫的理論、中藥的實際應用大多與西醫不盡相
同，若完全套用西藥的方法及模式來驗證中藥的療效，恐怕滯礙難行。況
且許多中藥都有長期的人體使用經驗，甚至與日常食物難以劃分，對其毒
性方面的考量，應有別於西藥開發時的要求。因此，如何利用現代科學方
法驗證中醫理論或中藥臨床療效，而同時又能發揮中醫藥之特色，實為中
醫藥現代化需解決的問題。
在執行層面上，如何建立完善臨床試驗環境，進行中藥製劑臨床應用
之評估，藉以建立中藥臨床試驗機制，提供法規制定之參考，並持續培育
執行臨床試驗所需之中西醫師及相關人才，進而能與中草藥品質管制及業
界發展接軌，提供國人良善的中醫藥服務，是國內未來發展首應努力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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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本中心於今年度申請「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對照臨床試
驗」
。同時積極與國內中藥廠商作雙向溝通，鼓勵國內中藥廠商多投入中藥
臨床新藥試驗，另外積極與國外先進國家作學術交流。計畫執行期間，將
加入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現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相關出版品專
書，列入參考文獻比較應用，並引用情況於期末報告列敘。
本年度提案之臨床試驗計畫說明、實施方法及步驟說明請詳見「神秘
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對照臨床試驗」成果報告書(詳見附件 1)。

參、結果
本計畫於長庚紀念醫院成立「中醫藥臨床試驗中心」
，以長庚醫院與長
庚大學之現代化醫學團隊，結合中醫各科完整的傳統醫學臨床人力，持續
舉辦臨床試驗人員之教育訓練，並依計劃聘請臨床研究護士及研究助理，
以協助執行臨床試驗研究與研究行政支援工作，在學術及臨床研究上策略
整合試驗計劃主持人、計劃撰稿人、統計研究人等專職專業成員合作，成
立正式中藥臨床試驗團隊，推動執行各項實際工作。
本計畫亦將配合各項中藥新藥相關監控辦法的修訂，推行國內中藥臨
床試驗的進行，建立內部監測及稽核制度，制訂並於每年修訂臨床試驗類
相關管理辦法，且結合委託試驗機構執行臨床試驗之外部監測及稽核，使
中藥嚴謹且自主的審查模式能真正落實。
本計劃為求增加涵蓋執行臨床試驗的範圍與件數，主動與生物科技開
發廠商、中西藥廠、與委託試驗機構(CRO)，加強試驗中心執行臨床試驗
之能力與實績，另與生醫資訊開發廠商與相關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研究，期
能建立中醫藥研究數據管理平台，共同提昇中醫藥臨床試驗之水準，將中
醫藥產業推向國際化。
本年度承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現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宣示
之重點執行目標，著重於臨床試驗計劃之落實與執行，持續推動並執行臨
床試驗案，今年度總計 12 件。除本計劃所規劃之 1 件提報核准補助執行
之已核發藥品許可證療效再評估臨床試驗案外，還另外整合資源規劃執行
臨床試驗研究學術案 11 件。
計畫執行期間，將依審查委員建議加入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現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相關出版品專書，列入參考文獻比較應用，並引用
情況於期末報告列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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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度預定完成工作項目及實際執行情形
(一) 102 年度預定規劃 1 件臨床試驗案，聘請臨床試驗相關人員，完成
臨床試驗計劃書，並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
實際執行情形：本年度實際共執行 12 件之臨床試驗案相關成果。
1. CTC100-03 以中醫體質量表評估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患
者接受持續性氣道正壓通氣治療前後之效 100/03/15-102/04/30
2. CTC100-04 睡眠呼吸中止症就診中醫藥治療者之體質及心血管
疾病風險評估 100/07/01-102/06/30
3. CTC101-01 茵陳蒿湯加紅麴膠囊治療肥胖患者脂肪肝之隨機雙
盲臨床試驗計畫 101/04/0-103/03/31
4. CTC101-02 紅斑性狼瘡患者中醫辨證與甲褶微血管影像之相關
性分析 101/03/16-102/03/15
5. CTC101-04 評估青黛油萃劑外用治療乾癬的效果和安全性評
估：劑量的決定 101/06/18-103/04/30
6. CTC101-05 針灸治療乳癌術後單側上肢慢性淋巴水腫療效評估
101/10/11-102/08/19
7. CTC102-01 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對照臨床試驗
102-04/18-103/04/18
8. CTC102-02 免疫風濕疾病之中西醫結合診斷與治療 101/03/1
-102/12/31
9. CTC102-03 建立中醫臨床常見脈之典型脈波圖共識及分析模式
2012/12/18-2013/12/03
10. CTC102-04 中西醫診療資訊相關度研究及應用於中西醫整合
健檢服務項目 101/03/1 -102/12/31
11. CTC102-05 中藥複方 SS-1 對乾燥症之隨機雙盲臨床試驗及其
作用機轉之研究（IRB 審核中）
12. CTC102-06 紅 斑 性 狼 瘡 常 見 症 狀 與 中 醫 證 型 之 探 討
102/09/06-103/09/05
(二) 邀請各相關專家參與臨床試驗專案計劃，繼續修訂並執行中醫藥
臨床試驗之工作手冊及標準作業程序，使執行更落實並合理化。
實際執行情形：
1. 中醫藥臨床試驗相關專題討論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及專業人員
進行諮詢研討、計畫撰寫、統計分析、臨床診斷評估之人員合
作與培訓，迄今已舉辦 114 次實務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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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檢討各項標準作業規範之修定，落實臨床試驗中心之運作
有所依據，加速臨床試驗執行的時程與標準化之作業程序，修
訂研究護士臨床試驗執行內容、臨床試驗藥品管理辦法、臨床
試驗流程管理辦法、臨床試驗案中草藥不良反應通報流程等臨
床 試 驗 手 冊 建 立 標 準 化 準 則 。 102 年 08 月 01 日 新 增
CTC-T-0007 臨床試驗品質監控機制管理辦法(第 1 版)。
3. 102 年 9 月 14 日與臺灣受試者保護協會共同舉辦「提昇中醫師
臨床試驗專業能力培訓課程-北部場」共有 79 人報名。
(三) 稽核作業持續追蹤。
實際執行情形：
1. 內部監測作業
(1) 102/08/15 YCHT+紅麴舉行內部數據監測，確認數據無誤後，
執行 DATA LOCK。
(2) 102/09/17 執行神秘湯計畫內部監測：邀請本院北區臨床試
驗中心及 IRB 一同監測本案，並提出具體建議。
2. 外部監測及稽核作業
(1) 102/03/29 東竹公司電針鞋案 IRB Audit
(2) 評估青黛油萃劑外用治療乾癬的效果和安全性評估：劑量
的決定臨床試驗案監測執行單位：台塑生醫。監測時間：
2012/12/28、2013/01/14、2013/03/05、2013/04/19、2013/05/13、
2013/05/23、2013/06/28、2013/08/19，共執行 8 次。
3. GCP 查核：102 年 10 月 2 日 GCP 查核
統計共舉辦 2 次內部查核、9 次外部監測及 1 次 GCP 查核，
持續蒐集與修正執行臨床試驗稽核重點，編輯整理並參加臨床試
驗教育訓練，有助於試驗主持人與臨床研究人員執行優良臨床試
驗。
(四)「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對照臨床試驗」研究計畫之執
行進度。
實際執行情形：詳見附件 1「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對
照臨床試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
二、其他相關成果：
(一)持續與勝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莊松榮製藥廠、東竹公司、台塑生
醫、佳生顧問公司等業界建立互相合作與討論機制，進而規劃研
究主題，建立中草藥、中醫醫療器材與健康食品發展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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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積極充實中醫藥臨床試驗執行標準作業程序，建立中醫臨床研究
團隊：
1. 臨床試驗之流程牽涉 ICH-GCP、藥事法規、人體研究法、臨
床藥學、臨床監測、資料處理、統計分析及行政支援等諸多專
業領域，必須集合各個相關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
方得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完成符合國際水準之高品質臨床試
驗。
2. 本中心除積極辦理人員教育訓練及各相關標竿組織參訪外，並
積極舉辦中醫藥臨床專題討論會，網羅院內外醫師、藥師、護
理、統計與管理等相關並有志從事中醫臨床研究人員建立人力
資料庫，於每週進行中藥臨床試驗、中醫診斷研究與中草藥不
良反應相關專題之研討
3. 至 102 年 11 月 15 日止，已達成下列成果：
(1) 舉辦 114 次臨床試驗相關專題之討論會，總計 843 人次參
與累積時數達共 1487 小時。
(2) 參加國內中藥臨床試驗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共 832 人次累積
時數達共 1272 小時。
(3) 接受國內外參訪共 85 人次。
(4) 舉辦臨床試驗相關團體合作會議，共 31 人次累積時數達共
42 小時。
(三) 102 年本中心論文發表成果：
1. 巫漢揆、張恒鴻、柯毓賢、林育聖、黃清煜、林康平、賴才雅：
中醫脈波圖輔助評估心血管疾病之可行性研究，首屆世界中醫
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藥交流與合作亞太論壇暨脈象研究專業委員
會第四屆學術年會(論文集) ；20th-21th Apr 2013, P.68- 75
2. 朱元鏘、李宗諺、王國輝、陳舜鼎、張恒鴻：末期腎病血瘀證
患者與動脈硬化的關係(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lood Stasis
Syndrome and Arteriosclerosis in Patients with End Stage Renal
Disease)；中醫學(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 2 No. 1
(February 2013) PP.1-6 (P)
3. 陳玉昇、張恒鴻：建構脈的描述系統-以弦脈為例，首屆世界中
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藥交流與合作亞太論壇暨脈象研究專業委
員會第四屆學術年會(論文集) ；20th-21th Apr 2013, P.68- 75
4. Lin T. Y., Liang C. Y., Lin Y. K. (correspondence).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pediatric nail psoriasis with periodic pustular eruption
using topical indigo naturalis oil extract. Pediatric Derm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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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30(1):117-119.. (SCI; IF=1.072; Dermatology 40/58)
5. Lin Y. K., Al-Suwayeh S. A., Leu Y. L., Shen F. M., Fang J. Y.:
Squalene-containing nanostructured lipid carriers promote
percutaneous absorption and hair follicle targeting of
diphencyprone for treating alopecia areata.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2013, 30(2):435-346. (SCI; IF=4.093; Pharmacology &
Pharmacy 42/261)
6. Lin Y. K., Chen H. W., Leu Y. L., Yang Y. L., Fang Y., Pang J.
H.,Hwang T. L. Indigo naturalis upregulates claudin-1 expression
in human keratinocytes and psoriatic lesions.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2013,145:614-620.
(SCI;
IF=3.014;
Integrative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4/22)
7. Yi-Rou Lin, Cheng-Lun Tsai, Shu-Fen Cheng, Chao-Min Wu,
Yue-Der Lin, Hen-Hong Chang, Kang-Ping Lin. SIMUL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SKULL VIBRATION WITH A
BONE CONDUCTION HEARING AID. world scientific 2012,
Vol. 24, No. 5 :403- 410
8. Po-Yu Huang, Wen-Chen Lin, Bill Yuan-Chi Chiu, Hen-Hong
Chang, Kang-Ping L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adial artery pulse
palpation as a potential tool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aining education. Elsevier, YCTIM 2013, 1250: 1-11.
9. 謝緯穎、吳柏樟、張恒鴻:甲褶鏡應用於辨病與辨證之文獻回顧
- 以 全 身 性 硬 化 症 與 紅 斑 性 狼 瘡 為 例 . J Chin Med 2013,
24(1):113-120
10. 陳彥融、張恒鴻：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之中醫體質與生活品
質相關性分析（手稿）
(四) 個人資料保護執行成果：
1. 實施監測時之個人資料保護：
(1)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101 年 10 月 01 日正式實施，其外部監測
執行時，因病歷電子化之趨勢，須由 PI 借閱病歷執行監測
作業。但 PI 在借閱電子病歷時，為全院性病人皆可閱覽之
權限，在執行監測時，監測人員以主持人權限閱覽病歷，
有洩密或侵犯病人隱私之疑慮。
(2)本院針對臨床試驗專案設定開放計畫主持人可授權研究助
理（護理師）協助查閱電子病歷。
(3)可調閱電子病歷之範圍：限該臨床試驗計畫且在「臨床試驗
執行管控系統」完成登錄之受試者。調閱期限至該試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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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後 3 個月。可查閱該研究計畫已登錄之受試者全部病
歷資料。
(4)當臨床試驗計畫執行外部監測時由研究助理（護理師）登入
其權限，借閱受試者病歷進行監測作業。
(5)此措施可確保本院病人及參與臨床試驗之受試者個人資料
安全。
2. 資料處理之個人資料保護：
(1) 本中心自 92 年實施資料分級存放，資料因研究需查閱時病
人資料時須辦理登記手續與填寫切結書，。
(2) 加強病患個人資料安全之教育訓練，於資料庫中設立資料
讀取權限，並執行資料處理及病人保護之相關辦法。
(3) 參與本中心之受試者皆會給予一組代碼，並將受試者之原
始資料單獨存放於不透明並上鎖之防火櫃中，以確保資料
之存放與隱密性。
(4) 若紙張載有受試者個人資料須作廢時，一律入碎紙機銷毀，
不得回收利用。
3. 生物檢體之個人資料保護：
(1) 生物檢體之採集，應遵行醫學及研究倫理，並應將相關事
項以可理解之方式告知參與者，載明於同意書，取得其書
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2) 就其所有之生物檢體及相關資料、資訊為儲存、運用、揭
露時，以編碼、加密、去連結或其他無法辨識參與者身分
之方式為之。
(3) 就參與者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等可辨
識個人之資料，應予加密並單獨管理；於與其生物檢體及
相關資料、資訊相互比對運用時，建立審核與控管程序，
並應於為必要之運用後立即回復原狀。
4. 參與個人資料保護法教育訓練：
(1) 101 年 12 月 28 日參與本院頒佈「個人資料保護與安全管理
辦法」
。
(2) 102 年 09 月 13 日參與本院頒佈
「保護病人隱私作業準則」。
(3) 102 年 01 月 18 日參與本院學習網詳讀員工個人資料蒐集告
知條款及同意書。
(4) 102 年 11 月 14 日參與本院舉辦「個人資料保護法解析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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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運用」
(五) 促成海峽兩岸交流合作：
1. 廈門中醫院交流合作：102 年 6 月 15～16 日研究計畫主持人郭
忠禎醫師赴廈門中醫醫院洽談兩岸神秘湯經方臨床試驗合作事
宜，期望促成海峽兩岸交流合作之臨床試驗。讓兩岸合作建立
對中藥現代化製劑推廣之共識，並爭取支持該計畫之經費。
2. 接受參訪：102 年 05 月 22 日香港醫院管理局來訪、102 年 09
月 25 日北京中醫管理局來訪、102 年 10 月 25 日福建李副校長
來訪。
(六) 102 年國際交流：
1. 國外學者來訪：
102 年 10 月 9 日英國西敏寺大學主任 Felicity Moir,系主任
Sim-Wan Annie Bligh 余禪云來訪
2. 出國參訪：
(1) 參加首屆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藥交流與合作亞太論壇暨
世界中聯脈象研究專業委員會第四屆學術大會 ,馬來西
亞, 2013/04/19~2013/04/21
(2) 第 12 屆 CGCM 及 GP-TCM 第 2 屆年會,Graz,奧地利,
2013/08/27～2013/08/29
(3) 參 加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 Active Media
Technology / Brain and Health Informatics, 日 本 ,
2013/10/28~20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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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中醫臨床評估是臨床醫師、患者以及衛生行政部門共同關心的問題，
它關係到進一步的臨床決策和衛生資源的合理分配，也關係到醫療品質的
改進和醫師業務素質提高等諸多方面。
傳統的中醫臨床評估多依賴中醫專家和醫師在臨證實踐過程中對個案
病例或系列病例的經驗總結，缺乏嚴格設計的前瞻性試驗研究。其明顯的
不足在於偏倚難以控制，結果經不起重複。因此，臨床經驗難以得到提升，
好的療法得不到進一步的推廣應用。但是若單純以西醫之訓練與背景來執
行中藥臨床試驗，只是將一個新的或存在已久的中藥應用於以西藥治療的
病人身上。如此，以西醫之觀點來執行中藥臨床試驗往往會忽略中醫觀點
之獨特性。以下就中藥臨床試驗應注意之要點與本計畫執行之狀況加以討
論：
一、執行中藥臨床試驗須依據衛生署頒布之優良臨床試驗準則，主要是參
照世界先進國家 ICH 會議所訂下之原則施行。除此之外，更要符合一
般倫理、道德規範。執行中藥臨床試驗在實務方面尚有下列特殊性：
(一)中藥臨床試驗規劃階段：
1. 注重中醫理論與治療的特色，利用現代科技與「實證醫學」之
原則，規劃中藥臨床試驗之安全性與有效性。在研究設計階段，
也就納入條件或排除條件中就將中醫的症型考慮進來，只讓屬
於某個證型的受試者加入此中才作 randomization，這樣其療效
評估的效果可能會較為顯著。
2. 在先驗知識不足時，至少在隨機化，臨床試驗進行過程中，利
用問卷將中醫的症型將以分類，再於最料分析階段時依其證型
作進一步分析。
3. 臨床試驗報告中有無預先的樣本量估計是評價試驗品質的重要
依據之一。在試驗設計階段必須確定研究所需的病例數(通常稱
為樣本數)。
4. 建構中醫和西醫臨床理論與實踐之對話平台，例如胸悶之西醫
觀點在排除器質性疾病後，通常被歸為心臟神經官能症，屬於
精神科的問題。但在中醫則可能氣虛、肝鬱或血瘀等中醫實質
病理概念，且有具體有效之方法可以處理，這對突破西醫之治
療瓶頸是有幫助的。本中心血府逐瘀湯之研究中有與證型有關
之多種症狀評估，也許對症狀與疾病之關連性有新的發現之可
能。
5. 療效之評估須配合國際通用的原則，發展適合中醫辨證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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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指標以及能體現中醫健康觀念的生活品質量表，如納入口
乾、胸悶、煩躁等西醫認為非特異性症狀，而中醫確認為有病
理意義之症狀。
6. 執行醫師應具備中西醫合作之經驗，將中醫藥納入現代醫療作
業，並統一對受試者說明。本中心之研究之主持人為中西醫雙
執照醫師，符合開展中西醫整合之條件。
(二)人力整合與教育訓練方面：
1. 中藥臨床試驗研究包括廠商、委託試驗機構、主管審查單位、
人體試驗委員會、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護士、藥師與專案經
理等，每一環節皆須整合中醫藥與現代研究觀念，更需加強彼
此之溝通與配合。
2. 須有整合性的教育訓練，例如：中醫診療儀器之操作、收案相
關單位的協同合作，以及對受試者之進入與結案、轉介等提供
服務等。
(三)中藥臨床試驗執行階段：
1. 醫師之收案與處方：
本中心接受委託之中藥臨床試驗用藥被界定為試驗用藥，
目前是以新增之西醫適應症為治療目標，在中醫師參與下由西
醫專科醫師主持收案。然而，可能是研究主題高血壓屬於西醫
診斷，在收案進度上呈現緩慢之現象。但在增加收案範圍後已
有改善。初步觀察收案情況發現，單純只由中醫師進行收案，
在病患診斷上，或病患來源上容易遭遇困難的。增加西醫醫師
參與之數目，將對進度有所幫助
2. 中藥處方與安慰劑製作：
本計劃用藥所用之中藥膠囊有二個問題，第一是膠囊可以
剝開，自然有被受試者拆開的可能。第二是需一次服用 10 顆，
服用接受度會有影響，也可能增加拆開服用之可能。但是即使
使用軟膠囊，依舊有可能被拆開。本計劃之受試者，同一個受
試者所使用的都是同一種藥物，無從比較所使用的藥為哪一個
組別。並且病患就診時間已區隔開，都是獨立作業，病人之間
未有交談機會，目前仍未有患者提出疑問，且僅非常少數患者
拆開服用。然而站在更理想之安慰劑製作上，增加濃縮比例以
減少服用量，發展軟膠囊以隔絕氣味，加入不產生藥效之低量
成份，修正氣味以增加對照組的近似性，確實有必要。
3、病患來源不同，接受中藥之意願會有差異。招募受試者之方式、
受試者同意書、衛教內容、試驗前後是否要中斷治療以及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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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轉介等，均有差異，因此應培養具中西醫護理經驗之專業
臨床研究護士。雖然，不同試驗主題執行程序有所不同，而基
本原則並無不同，臨床試驗研究護士若能延續固然最好，但平
時須留下作業紀錄，並持續完善標準作業程序，使後繼者有所
依循。
4、中藥臨床試驗中產生不良反應之通報程序與處理方式亦有其特
定之模式，試驗之監測與稽核亦須涵蓋中醫藥相關內容。試驗
主持人或相關醫師或研究護士應熟悉通報程序。本中心與中藥
不良反應通報中心同在一處，可以即時回報中藥不良反應。
二、推動台灣優良新藥臨床研究環境並配合健全法規，為醫藥產品研發上
市之重要關鍵。而隨著全球經濟體系之形成，更應透過國際交流與合
作，建置台灣與國際間臨床試驗管理科技之整合，以及相互認證制度，
使台灣的臨床試驗環境走向國際，以節省國內廠商開發成本，提升競
爭力。
三、傳統中醫藥的使用歷時已久，坊間的種類繁多，在缺乏科學的引證下，
使用時是憑經驗判斷，其療效無法準確評估，並且未經過臨床試驗驗
證的處方不被西方醫學所接受，現階段推行中草藥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GCP)，採隨機對照臨床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RCCT)協助中醫學以過去的經驗轉變成「實證醫學」
，即把過去根植的
信條與傳統知識，以優良臨床試驗規範建立成一種以實例驗證的醫學
科學，使中醫醫學亦能與西方醫學並駕齊驅，推上國際舞台。本中心
目前之臨床試驗有一半以上採用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試驗，符合「實
證醫學」之精神。
四、中醫藥臨床試驗執行之決定因素：
(一)社會的支持及民眾積極參與臨床試驗活動，有賴於廣泛宣導臨床試
驗相關知識與正確的觀念。
(二)法規管理上需要進一步協調：
諸如智慧財產權保護、中醫藥害救濟法令、臨床試驗保險與權責相
關等配套法令之修訂，可促進各試驗主持人與受試者積極參與。
五、為加強中醫藥基礎研究，增加中醫藥研發與臨床試驗的周延性與整體
研究：
(一)成立中醫診斷研究室與舉辦中醫症狀臨床詞彙研究專家會議，藉此
建立具中醫特色之療效評估方法與作業標準，並依衛生署藥品優
良臨床試驗規範(GCP)推動及建立建全的稽核及監控制度，以提昇
國內中醫藥之臨床試驗水準。
(二)建構中藥不良反應通報中心及參與中醫藥聯合醫學倫理暨人體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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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委員會，協助建立更周延的新藥開發與人體試驗相關制度，並
提出實際運作之經驗報告書，供政府當局參考。
六、本計畫執行開始時間由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本年度各專兼任研究人員
因應日漸增加之臨床試驗、教育訓練及相關行政業務，雖補助經費有
限，本中心亦努力維持中藥臨床試驗作業得以正常進行，並且對外積
極尋求資源，朝向自給自足的目標邁進。
七、臨床試驗中心為新藥開發過程中的一環，在新藥開發過程中尚需藥廠
開發單位、合約研究單位(CRO)與法規單位的配合與參與，部份實驗計
畫受限在臨床前階段未能完備，無法及早進行，目前以內部進行療效
評估與外部相關單位策略合作，使試驗能順利進行。
八、中草藥新藥的開發，不但能增進疾病的醫療照護，同時更具有龐大的
經濟發展潛力，故應健全中草藥開發體系，加強中藥臨床試驗中心執
行臨床試驗的能力，並經由專業的分工，確保中草藥臨床試驗的品質，
中草藥的安全性及療效經由科學驗證系統、專利保護制度及國際化的
平台技術而得到國際的認同，使台灣在已有的優勢基礎上，發展為中
藥臨床試驗之重鎮。
九、實施病歷電子化：推展病歷無紙化，實施電子簽章以電子病歷取代紙
本病歷，電子病歷之製作與管理均須符合法令要求，人員在製作、存
取、增刪、查閱或複製電子病 歷時須有作業規範，訂定管理規範以確
保電子病歷資訊系統的建置、人員的作業權限管控、電子病歷與紀錄
的管理、稽核作業符合法令規定，相關法令則依據「醫療法」、「醫療
機構電子病歷製作及管理辦法」、「病 歷管理作業準則」規定，訂定
電
子病歷製作與管理作業要點。
十、受試者就醫權益之保護：受試者於就診期間若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為
了落實受試者之保護，電子病歷系統將於臨床試驗執行期間，對各項
不良事件進行即時監控。受試者在試驗期間就醫（門診、急診或住院），
將有病患正在參與臨床試驗資料可供處置醫師查詢評估，必免重複給
藥情形。受試者若在試驗期間有住院、出院異動記錄、急診就醫記錄
及死亡之情形發生時，系統立即寄送通知信函予試驗主持人，請試驗
主持人做適當之處置。但若臨床試驗之受試者，於以下情形就醫，系
統不會通知主持人：
(一)受試者同意加入此計畫但符合排除條件以及中途退出者。
(二)人體試驗委員會核發之試驗期限終止日後之受試者就醫。
(三)若試驗計畫提早結案，於臨床試驗受試者登錄資料內註記退出日
期。
十一、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101 年 10 月 01 日正式實施，本院規定：在執行
15

外部監測時，因病歷電子化之趨勢，須由 PI 借閱病歷執行監測作業。
但 PI 在借閱電子病歷時，為全院性病人皆可閱覽之權限，在執行監
測時，監測人員以主持人權限閱覽病歷，有洩密或侵犯病人隱私之
疑慮。本院針對臨床試驗專案設定開放計畫主持人可授權研究助理
（護理師）協助查閱電子病歷。可調閱電子病歷之範圍：限該臨床
試驗計畫且在「臨床試驗執行管控系統」完成登錄之受試者。調閱
期限至該試驗案結束後 3 個月，可查閱該研究計畫已登錄之受試者
全部病歷資料。當臨床試驗計畫執行外部監測時由研究助理（護理
師）登入其權限，借閱受試者病歷進行監測作業。此措施可確保本
院病人及參與臨床試驗之受試者個人資料安全。並擬於未來申請美
國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評鑑協會(AAHRPP)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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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為建立可信賴的中醫診斷標準與實證醫學，除了擴大邀請國內中醫診
療、統計及流行病學專家共同參與定期臨床試驗討論會外，宜整合現
代診療輔助儀器，使中醫診斷標準化與療效評估現代化，並建立具中
醫特色之中藥新藥研發及人體試驗評估，研發中醫藥專業之生活品質
量表。
二、探討廠商對中草藥開發的問題：
(一)部份中草藥廠商對投資藥品研發之定位不清，且不明瞭臨床試驗計
劃在研發過程中之重要性與必要性。
(二)廠商未充份瞭解試驗中心所帶來的時間與資源的節省，宜加強宣
導。
(三)台灣臨床試驗結果與國際接軌程度如何，以及應如何接軌，應獲充
分瞭解，委託試驗機構扮演角色與中醫藥專業方面仍有待加強。
三、整合資源設立中草藥實證醫學中心，推動中草藥臨床實務工作，強化
中心實務架構與中藥新藥查驗登記的臨床試驗案，藉以整合臨床中草
藥知識管理架構。
四、執行具深度與規模之中草藥新藥開發計劃，整合各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增加收案速度，並與中藥業界合作。
五、以長期發展之規劃，設立固定編制人員，增加單位人員穩定度、提昇
專業知識與網羅人才之能力。

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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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嗽之隨機雙盲對照臨
床試驗
郭忠禎、張恒鴻、李達人、謝孟哲、謝孟亨
長庚紀念醫院

摘

要

咳嗽是最常見的原因之一，。咳嗽導致的症狀如疲乏，失眠，沙啞，甚至尿
失禁等，使病患生活品質低落，對醫療及社會所造成之影響相當顯著亞急性咳嗽
的原因以感染後咳嗽、細菌性鼻竇炎，哮喘為主。根據文獻報導，目前市面治療
咳嗽之西藥，其效果仍不理想。神秘湯為市售中藥濃縮製劑，其適應症為小兒氣
喘、支氣管氣喘、支氣管炎。臨床用於治療感冒後持續性乾咳，本計畫擬進行其
療效及安全性之評估。
本研究採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研究，觀察評估使用神秘湯治療亞急性咳
嗽之臨床療效及安全性。擬從長庚醫院耳鼻喉科、呼吸胸腔科及中醫內兒科門診，
選擇 20-65 歲亞急性咳嗽病患，符合收案及排除標準者，治療組及對照組各 16
人進行試驗。治療組以神秘湯膠囊，每次 2 公克(五顆)，每日 3 次口服。對照組
以安慰劑膠囊，服法同試驗組，服用 1 週追蹤 1 週。咳嗽無緩解或加重者，可酌
情考慮加用鎮咳藥 dextromethorphan 15mg，每日 1-3 次口服。將以治療前後咳嗽
症狀計分(CSS)及病患自我評分(VAS)之改變量來評估兩組間有效率之差異，並監
測其對血球及肝腎功能等生化指標是否有影響。
目前收案 8 人，因(1)經費短缺，(2)兩岸合作雙方難達成共識，(3)藥品採購
耗時及電腦作業系統開放問題，(4)收案條件的限制多收案不易，等問題導致收案
延宕尚無法結案及進行統計分析。擬申請延後結案時間。
關鍵詞：神秘湯、亞急性咳嗽、鎮咳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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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of Shen Mi
Tang in Treating Subacute Cough
Jong-Jen Kuo, Hen-Hong Chang, Ta-Jen Lee, Meng-Jer Hsieh,
Meng-Heng Hsieh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BSTRACT
Cough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medical consultation. The medical
and social impact of cough is substantial. Cough can lead to high morbidity and cause
debilitating symptoms such as exhaustion, insomnia, hoarseness, and even urinary
incontinence. Subsequently, cough may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Post infectious cough, bacterial sinusitis, asthma are main causes of Subacute
cough.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Western treatments for this disease, which mainly
limit to symptomatic treatment, are not proved effective for all cases. Also, these
treatments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side effects and relapses after patients stop taking
medication. The Shen Mi Tang is commercially available herbal concentrates
preparation, the indications for pediatric asthma, bronchial asthma, bronchitis. We
found its good eff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persistent dry cough post colds. So, it can
cover two main causes in this study for subacute cough and deserves evaluation by
clinical trial.
The clinical trial will be undertaken at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32
Subacute cough patients will be enrolled, 16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and 16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The study will be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double-blind
clinical trial with medication for 7 days followed by observation for 7 days also. The
subjects of Treatment group will take Shen Mi Tang (400mg), 5 capsules TID for a
7days course of treatment. The subjects of Control group will take placebo capsules of
Shen Mi Tang, 5 capsules TID. The focus of the study is on the evaluation of efficacy
of this formula for Subacute cough by Cough Symptom Score(CSS) and Visual
Analogous Scale(VAS) and the safety of this formula will also be evaluated.
Owing to shortage of funds , difficulty to reach consensus of clinical trial of Shen
Mi Tang by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study drug purchasing delay, programming
problem of HIS, limitation of inclusion criteria, The study enrollment has delayed and
21

only 8 subjects has been enrolled . So, It remains unclosed and has no statistics data.
We will apply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study.
Keywords: Shen Mi Tang, subacute cough, antitu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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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咳嗽是尋求醫療幫助最常見的原因之一，對醫療及社會所造成之影響
相當顯著。咳嗽能導致高罹病狀態並能引發失能的症狀如疲乏、失眠、沙
啞、肌肉骨骼疼痛，以及尿失禁等，對病患生活品質產生不利影響 1,2。
1994 年，在美國非處方止咳藥的銷售額達 190 億美元 3。英國的咳嗽複
方零售金額，每年以 3%比率上升，1999 年達 9400 萬英鎊 4。2000 年，香
港衛生署藥政部門的統計顯示，僅僅門診病患就消耗 370,000 公升的止咳
藥，價值超過 200 萬港幣 5。
市場上有許多止咳藥可供作為咳嗽之治療。 他們經由不同的作用部位
及方式影響咳嗽反射。鴉片類(可待因)及其衍生物，例如 dihydrocodeine 和
dextromethorphan，是最常用的止咳處方藥。眾所周知的，當過量使用這些
藥時可能產生嗜睡、喪失警覺及可能抑制呼吸。6,7
2002 年，Schroeder 等發表一篇針對不同類型止咳藥的隨機對照臨床試
驗(RCTs)的系統性回顧。有 5 個 RCTs 將止咳藥與安慰劑比較。其中 1 個
RCT 發現 dextromethorphan 與安慰劑比較，可降低咳嗽。另一個 moguisteine
的 RCT 中，除了具更嚴重夜咳的成年人亞群外，moguisteine 治療咳嗽的結
果與安慰劑組沒有差別，卻比安慰劑組有更多副作用 8。因此，咳嗽之治療，
需要更多有效藥物之開發。
亞急性咳嗽的最常見原因為感染後咳嗽、細菌性鼻竇炎，哮喘，較少
的原因為百日咳。其中感染後咳嗽是亞急性咳嗽的首要考慮。感染後咳嗽
的原因尚未完全清楚，與許多因素相關，其中主要是病毒感染引起呼吸道
非特異性炎症，部份患者分泌過多黏液或存在短暫的氣道高反應性。此外，
是由持續之鼻或副鼻竇發炎造成鼻涕倒流及頻繁清喉嚨所引起之咳嗽，稱
為上呼吸道咳嗽症候群(“upper airway cough syndrome”) 9,10。據美國胸腔醫
師學會發行之咳嗽治療指引 11，感染後咳嗽尚無理想的治療方法。該指引建
議 成 年 人 給 予 經 驗 治 療 藥 物 ， 第 一 線 使 用 Dexbrompheniramine +
pseudoephedrine 或支氣管擴張劑 Ipratropium，無效時改用類固醇。一般只
對部分患者有效，並常有副作用，且停藥後易復發。部分患者咳嗽無法緩
解，進而發展成慢性支氣管炎或支氣管哮喘。哮喘仍需使用類固醇及支氣
管擴張劑；細菌性鼻竇炎及百日咳必需使用抗生素。因此，亞急性咳嗽仍
未有一特殊有效之咳嗽治療藥物。
亞急性咳嗽屬於中醫學“咳嗽”、“頑咳”、“久咳”等範疇，由其病程發展
可歸為外感咳嗽。其中感染後咳嗽之文獻，顯示其病因病機主要可歸為外
邪未盡或正虛邪戀兩個方面，外邪以風邪為主，進而化燥傷陰。正虛則主
要為肺脾氣虛為主。其他亞急性咳嗽之原因也都與外感有關 12,13。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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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辨證治療亞急性咳嗽多採用解表祛邪或扶正祛邪法。近年來亞急性咳嗽
之各種病因的臨床報導，多顯示有較好療效，但現有之研究品質仍有待提
升。
神秘湯由麻黃、甘草、杏仁、蘇葉、厚朴、柴胡、陳皮等七味藥組成。
在臺灣，神秘湯已作成濃縮製劑，於市場上使用多年，幾乎所有 GMP 中藥
廠商皆有生產。本方原出自唐王燾所著《外台秘要‧卷第九》久咳坐臥不
得方，主治“久咳，發時奔喘，不得坐臥，並喉裏呀聲氣絕”者。方後並述“服
兩劑必瘥，甚效” 14。原典中並無厚朴、甘草兩味，後經日本漢方醫家根據
臨床經驗，再添以上兩味，療效頗佳。由於原方主治包括有咳嗽及氣喘之
症狀，且近代研究發現其可治療支氣管哮喘，且頗有療效 15-18。方中麻黃、
甘草、杏仁為三拗湯，可解散風邪、止咳平喘；厚朴袪痰降氣治喘；蘇葉
發表袪風寒；柴胡去表裏之熱，逐胸脅之邪。此方解表祛邪，正適用於急
性或亞急性咳嗽之治療，因此，本研究選用神秘湯作為研究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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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
(一)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
(二)藥品隨機化分組：委託藥廠製成神秘湯膠囊及外觀相同之安慰劑。
並事先將試驗用藥每四個編號為一區塊(block)，采隨機方式分為試
驗組藥品與對照組藥品，每四個編號中將有二個試驗組藥品及二個
對照藥品，以確保兩組人數相近。
(三)雙盲法：所有藥品皆由中藥局臨床試驗藥師依據受試者編號，依序
給藥。醫師與患者皆不知所服用之藥物屬於何組藥物。
(四)分組方式
1. 試驗組：神秘湯膠囊(含粉劑 0.4 g)，每次 5 顆，每日 3 次口服，
連續 7 日。
2. 對照組：安慰劑膠囊(含粉劑 0.4 g)，每次 5 顆，每日 3 次口服，
連續 7 日。
其中神秘湯每日量為 6g (相當於生藥每日量 麻黃 5g，杏仁 4 g，
陳皮 2.5 g，柴胡 2 g，厚朴 3 g，紫蘇葉 1.5 g，甘草 2 g)
(五)試驗流程
Screening/Treatment
Visit

V1
5

V2

V3

8

15

Target Day

1

Informed consent

X

Medical History

X

Co-existing Symptoms §

X

X

X

Physical examination/
vital signs

X

X

X

Chest X-ray

X

EKG

X

Pregnancy test

X

Urinalysis

X

X

CBC

X

X

Blood chemistry

X

X

Inclusion/Exclusion Criteria

X

Randomizatio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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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llow-Up

X

Screening/Treatment
Cough Symptom
Score(CSS)
Visual Analogous
Scale(VAS)

Follow-Up

X

X*

X*

X

X

X

X

X

X

X

Drug Accountability

X

X

X

Concomitant Medication

X

X

X

X

Adverse Events

X

X

X

X

Drug Dispensing

X

§合併症狀包括痰、流鼻水、鼻塞、噴嚏、耳鳴、咽喉痛、口乾、發燒、頭痛、
頭暈、嘔吐、腹瀉、倦怠、虛弱、發抖、食欲差、嗜睡及其它一般感冒症
狀。
*於第 3 及第 5 天由研究人員以電話追蹤詢問前一天之 CSS，並紀錄之。
※CSS、VAS 之說明，參考(7.評估工具)
※有三個 visits (V1: day1, V2: day8, V3: day15 )：
V1 為服藥第一天，V2 為服藥結束日，V3 為服藥結束後追蹤

(六)合併用藥規定
在試驗期間(包括治療和追蹤階段)，與治療有關的同類藥物及
可能干擾治療的藥物皆屬禁用藥物，如任何中藥或西藥鎮咳藥、
抗過敏藥等，並儘量避免加入 ACEI 類藥物以免引起咳嗽。但如咳
嗽無緩解或呈現加重趨勢，兩組均可根據酌情考慮加用中樞性鎮
咳藥 dextromethorphan 15mg qd to tid。其他疾病的合併用藥可維持
原處置。所有合併用藥需詳細記錄用藥的名稱、劑量、給藥途徑、
使用時間及使用原因。
(七)受試者
1. 樣本數預估：以主要評估指標(Primary Endpoint)為推算根據
(1) 依據神秘湯治療哮喘之臨床研究報導，其顯效率較低者約
0.6。(治咳嗽只有自己之臨床經驗，尚無臨床報導)
(2) 樣本推算：按優效性試驗樣本量計算方法
設 α= 0.05，β= 0.2；預期對照組反應率(p1)=0.1，預期試驗
組反應率 (p2)=0.6
預期中途退出率(p)=0.05；隨機分配比:1:1。
以上依公式計算得各組 N = 16
2. 分組方法及數目：
將於長庚醫院台北、林口及桃園三個院區的呼吸胸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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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鼻喉科或中醫內兒科門診徵求試驗受試者，由研究人員說明
試驗內容及提供同意書供參考。對象為亞急性咳嗽之病患，符
合以下收案及排除標準者，一年計畫選取 32 人，采隨機、雙盲
(見研究設計)分成二組：治療組 16 人、安慰組 16 人。
3. 受試者選擇標準
(1) 亞急性咳嗽定義：咳嗽時間 3~8 周
(2) 收案標準：
A. 年齡 20-65 歲
B. 持續咳嗽 3-8 周且無其他導致咳嗽之現病史(如：氣喘、
胃食道逆流、鼻涕倒流)
C. 日間咳嗽症狀計分(Cough Symptom Score; CSS)≧2 或夜
間 CSS≧2
D. 咳嗽表現為咽癢，陣發性咳嗽，或遇刺激(煙、塵、溫差)
而咳。咳嗽類型屬乾咳或伴有少量白痰。
E. 簽署知情同意書者
(3) 排除標準：
A. 過去慢性呼吸系統疾病史，如支氣管哮喘、支氣管擴張
症、慢性支氣管炎等
B. 有慢性嚴重疾病可導致持續咳嗽者(如:囊狀纖維化(cystic
fibrosis),、心臟衰竭等)
C. 近三個月內自覺有或被確診斷有胃酸逆流、鼻涕倒流者
D. 胸部X光檢查懷疑有腫瘤或其他較明顯肺部異常者
E. 近期抽煙者(戒煙時間少於六個月)
F. 懷孕或哺乳婦女
G. 近一月內服用血管緊張素轉酶抑制劑(ACEI)者
H. 體溫超過 37.5℃
I.
血中白血球計數 >10000/µl 或 < 4000/µl
J. 不願接受研究措施或其他原因不能配合者;
K. 參加本研究時或之前一個月內有參加其他臨床試驗者
L. 心電圖顯示具臨床意義之異常狀況者
二、評估工具及證型鑑別
(一)咳嗽症狀計分(Cough Symptom Score; CSS)：研究人員按試驗流程
規定日期詢問患者的症狀，依照以下計分表紀錄分數(非回診日
day3,day5 以電話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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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症狀計分(Cough Symptom Score; CSS)
計分
日間
夜間
0
無咳嗽
無咳嗽
1
1 次短暫咳嗽
咳嗽僅在清晨或將要入睡時
2
2 次以上短暫咳嗽
因咳嗽導致醒來 1 次或早醒
頻繁咳嗽，但不影響日常活動
3
因咳嗽導致夜間頻繁醒來
(工作)
頻繁咳嗽，影響日常日常活動
4
夜間大部分時間咳嗽
(工作)
劇烈而痛苦的咳嗽導致不能 劇烈而痛苦的咳嗽導致不能
5
進行日常活動(工作)
入睡
(二)目測模擬評分表 Visual Analogous Scale(VAS)
為患者提供一條劃分了 0—100mm 長度的刻度線,其中 0mm
表示完全無咳嗽，100mm 表示最嚴重的咳嗽，50mm 表示中等程
度咳嗽；由患者根據其前一天(24 小時)的咳嗽情況，從 0-100 中選
擇一個數字表示其咳嗽的嚴重程度，並於 Day1、Day5、Day8 將
評分記錄于患者日記卡。
(三)中醫證型診斷標準：
依據中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十一五’重點專科協作組咳嗽
(風邪犯肺)診療方案”之證型表現，作成診斷標準如下：
風邪犯肺證：
主症：咳嗽(咳嗽氣急、嗆咳陣作)、咽癢、乾咳無痰或少痰
次症：1. 咽乾
2. 遇冷空氣、煙、塵、異味等因素突發或加重
3. 夜臥或晨起咳劇
舌象：舌苔薄白
脈象：浮，或緊、或弦。
1. “風邪犯肺證”：
符合主症+1 次症，或主症+舌象，或主症+脈象
2. “非風邪犯肺證”：不屬於風邪犯肺證者
三、療效評估
(一)主要評估指標(Primary Endpoint)：
日間咳嗽計分(CSS)為 “顯著性改善”之病患人數百分比
(此處“顯著性改善”之定義：患者于 V2 (day8)的日間 CSS 分數比
Day1 基準線 CSS 分數降低 2 分或以上者)
(二)次要療效指標(Secondary En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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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夜間 CSS 分別各自計分
1. 日間或夜間咳嗽計分(CSS)為 “改善”之病患人數百分比
(此處“改善”之定義：患者于 V2(day8) 的日間或夜間 CSS 分數
比 Day1 基準線日間或夜間 CSS 分數降低 1 分者或以上者)
2. 咳嗽嚴重度 VAS 計分之改變量
四、安全性評估及處理
(一)臨床不良反應之評估：
1. 觀察生命徵象及健康檢查結果是否出現重要改變。
2. 實驗室資料變化
血液常規：WBC & DC、RBC、Hb、Hct、platelet
尿液常規：Appearance, Specific gravity, PH, Leukocyte, Nitrite,
Protein,Glucose, Ketone, Bilirubin, Urobilinogen,
Occult blood
生化檢查：ALT、AST、Total Bilirubin、Total protein、albumin、
BUN 、 Creatinine 、 Glucose 、 Cholestero1(total) 、
Triglyceride
心電圖：休息狀態下常規十二導程心電圖
3. 不良反應事件發生率
(1) 不良反應定義：
A. 任何非預期的不利的臨床症狀或徵候
B. 任何新的不適或疾病，或已存在之不適或疾病之惡化
C. 任何實驗室檢查(血液、生化或尿液)或臨床評估(理學檢
查生命徵象或心電圖)呈現臨床相關之惡化，無論此惡化
是否被認為與治療有關。
(2) 不良反應事件嚴重度分類，將依據以下四種等級：
A. 輕度：暫時或輕微不舒服(< 48 小時)；無須醫療介入或
治療
B. 中度：輕度到中度之活動受限，可能需要協助；無須要
或僅需要簡單之醫療介入或治療。
C. 重度：明顯活動受限，通常需要協助；需要醫療介入或
治療，可能需要住院。
D. 危及生命：活動極度受限，需要有效的協助；需要有效
之醫療介入及治療，很可能要住院或安寧療護。
(二)臨床不良反應之處理：所有不良反應事件資料都詳細的建立檔案
1. 若發生嚴重不良反應事件(Serous Adverse Event) ，系指發生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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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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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試者發生以上任何嚴重不良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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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事件，試驗主持人應立即通知人體試驗委員會及主管機
關。
試驗委託者獲知死亡或危及生命之嚴重不良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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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委託者獲知死亡或危及生命以外之嚴重不良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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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旦發生上述嚴重不良反應事件以外之非預期不良反應事件、
試驗主持人填寫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表，以個案向相關單位報
告。
3. 不良反應事件通報必須評估不良反應事件與研究藥物之因果關
係：
(1)高度可能相關(Highly probable)
(2)很可能相關 (probable/likely)
(3)可能相關 (possible)
(4)不太可能相關 (unlikely)
(5)不相關 (unrelated)
五、統計方法 (採用 Intention-to-Treat 分析)
連續性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s)將提供觀察個數(n)、平均數(mean)、
中位數(median)、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最大值(maximum)、最小值
(minimum)及 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等敍述統計量。類別性變數
(categorical variables)則提供次數(frequency)與其對應之百分比。
對於受試者基本資料與各評估指標的基準值，如年齡、體重等連續性
變數將以 t-test 或 Wilcoxon rank-sum test 比較治療組與對照組組間之差異。
性別等類別性變數則以 Chi-square test 或 Fisher’s exact test 進行組間比較。
Cough Symptom Score (CSS)呈“顯著性改善”及“改善”之病患人數百分
比將以 Fisher’s exact test 或 Chi-square test。若兩組基本資料之 CSS 變數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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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統計差異，則改以邏輯回歸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目測類比評分表(VAS)之分數將使用 paired t-test 來評估組內治療後與
基準線之差異。若 VAS 之分數違反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假設時，
將改以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s 及 Wilcoxon rank-sum test 作為替代來進
行統計。所有統計檢定皆為雙尾 (two-sided) 檢定，顯著水準(level of
significance)則為 0.05。
六、醫學倫理之要求
遵循赫爾辛基宣言與兩岸有關臨床試驗研究規範及法規要求，研究實
施前須經醫院之醫學倫理委員會審議同意及批准，實施中依規定切實保障
受試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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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一、目前收案 8 人，收案情形如下：
(一) S01：因 Chest X-ray 有肺異常問題，未納入試驗。
(二) R02、R05、R06 位受試者雖進入試驗，但是查核時委員發現這些
人在過去病史中都有胃酸逆流、慢性支氣管炎、氣喘等疾病。主
持人與協同主持人針對上述情形討論並於此三名病患回診時特別
詢問，以釐清過去病史與排除條件的關聯性。並得以下討論：
1. 病患雖於過去病史中曾有紀錄上述診斷碼，但病患未曾被明確
告知有上述之疾病。
2. 病患曾被初診醫師診斷（Impression）有上述之疾病，但轉診後
經進一步診察，卻發現並無上述之疾病，但過去的診斷碼已無
法刪除。
3. 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討論後認為受試者本次咳嗽與過去病史無
關。
4. 本計畫已針對上述之問題修正計畫書之「納入與排除標準」中。
5. 建議研究護士應先在病歷上篩選個案排除條件後，再請 PI 納
入。
二、本案於 10 月 2 日中醫藥委員會查核委員意見如下：
(一) 針對 Protocol 內容說明受試者分組一事，主持人不宜在試驗前知
道如何分組，給藥時也不需要依照 Random No.順序發藥，宜於試
驗結束後拆信封解盲，方符合雙盲試驗的定義。
(二) 檢討本計畫進度落後及經費不足之問題：
1. 本次神秘湯研究計畫向本中心申請研究業務費 38,4170 元整及
研究人力 1 名。102 年本中心獲得中醫藥委員會核定補助共 70
萬元（業務費 339,325 元）
。本中心撥款協助神秘湯計畫 130,000
元。但仍不足以充分支持神秘湯臨床試驗計畫完成收案。
2. 本中心協助神秘湯臨床試驗計畫順利執行，與業界（工業技術
研究院）合作，提請以神秘湯臨床試驗計畫促成海峽兩岸交流
合作之臨床試驗。一方面讓兩岸合作建立對中藥現代化製劑推
廣之共識，一方面爭取經費支持該計畫順利執行。
3. 主持人郭忠禎醫師將於 6/15-6/16 至廈門市中醫醫院洽談神秘湯
臨床試驗計畫執行內容與合作方式。
4. 配合醫院採購政策及申請流程，臨床試驗用藥採購須檢附相關
資料：IRB 核准函及經費核定函。IRB 申請於 101 年 11 月至 102
年 4 月之間，此半年間共有三次會期，審查態度甚為嚴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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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亦曾請主持人到會議中說明，並獲得同意。於 5 月 7 日接獲
通知函，臨床試驗用藥才能開始進行採購程序。加上臨床試驗
用藥預定 45 天製程，7 月初製藥完成後始進行收案。此外，(西
醫)醫師無法開立中藥臨床試驗用藥之電腦程式問題，溝通協調
耗時三周才解決。
(三) 神秘湯開始收案後進度落後之問題，審查委員認為與收案條件有
關。因感冒咳嗽雖多，但時間限制在 3-8 週不見得多，加上排除掉
曾有慢性肺病等，造成收案不易。建議可由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認
定若此次咳嗽與過去病史無直接相關者，即可納入收案。又冬季
將到，應可增快收案進度。

伍、結論與建議
本臨床試驗因 IRB 通過時間延遲、夏天季節因素咳嗽較少、又因咳嗽
3-8 週者較少，目前只收案 8 人，現已增加試驗主持人，及尋求其他醫師轉
介，又時令即將進入冬季感冒高峰期，應可預期會增快收案速度，未來並
視情況考慮推動多中心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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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CMP102-CT-205

教學醫院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蔡金川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摘

要

本計畫之目的是藉由義大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之成立，以建置符合國際
規範之臨床試驗環境，並提昇中醫藥臨床試驗能力與品質、提供中藥新藥開發
與藥品療效再評估、及確認中醫醫療器材安全與效能的臨床科學性驗證。在發
展目標的導向上，建置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環境及培育臨床試驗中心人才，定期
辦理各專業領域之教育訓練課程。
本中心目前實際執行工作項目說明如下：完成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的軟硬體
擴建及修繕；完成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申請研究案招募之人才需要；進行第一年
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患者，收集目標病例人數到達 30 人以上；完成本中
心將以 GMP 藥廠為目標，與傳統藥廠進行藥品的新開發研究；完成臨床試驗
教育訓練課程之規劃至少 1~2 場。
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的軟硬體擴建及修繕方面：目前完成相關建設擴建，包
含軟硬體設備配置與修改臨床試驗的標準作業程序，添購電子高低溫濕度計兩
台、血壓計、溫度計乙台、中醫藥研究叢書等設備配置；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研
究人才之招募方面：本中心 101-102 年度承接衛生福利部委託計畫「推動傳統
醫藥(材)生技研發類」並聘請一位專案研究助理及工讀生協助計畫執行；本院
臨床試驗中心執行兩案以上之中藥臨床試驗案件方面：102 年度中心接受衛生
福利部補助執行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及預防復發的效果及香砂六君子湯
改善胃食道逆流及預防復發的效果臨床試驗，針對理中湯之收案，目前接受治
療的 11 位受試者(含治療組及對照組)中，有 4 位已完成 8 週的第一階段治療，
有 3 位退出試驗，有 4 位尚在進行中，3 位完成第二階段追蹤；本研究試驗案
為兩年期之雙盲隨機試驗，至目前研究尚進行中無法進行解碼，因此，目前尚
無法提供成果分析；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之規畫方面：本中心共辦理 4 場臨
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並派員參加院外 2 場的臨床試驗相關課程或研討會；本中
心将已 GMP 藥廠為目標，輔導傳統藥廠對既有成方進行療效確認方面：協助
本院內部醫護人員、院外研究人員加入中醫藥臨床試驗研究進行中西醫結合臨
床試驗規劃。並接受國內、外醫療機構參訪促進彼此的了解，增進未來國際合
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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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整合院內臨床試驗之作業流程與規範，由具有中西醫學、藥學、統計
學等實務背景之專業人員組織「中藥臨床試驗委員會」，並明訂本中心作業辦
法、組織規程、中心組織章程。為了使外界了解本中心的作業辦法及組織架構，
設立專屬網站並於 6 月完成更新。另外，積極接洽並輔導傳統藥廠對既有成方
進行療效確認及新開發等臨床試驗。本中心亦與各大學及其他醫療機構密切合
作，以開拓中醫新診斷儀器與醫療器材的開發，提升中醫藥的療效與功能性。
關鍵詞：義大醫院、中藥臨床試驗中心、中藥新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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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CCMP102-CT-205

The Plan of Teaching Hospital to
Estableish Clinical Trial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Chuan Tsai
E-Da Hospital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et up the clinical trail center for Chinese
Medicine in order to fellow the regulations for environment of clinical trail. Then,
we can improve the abilities and qualities of clinical trail, provide the evulations of
new medicine development and medicine effectiveness, and confirm the scientific
safety and efficency of Chinese medicine equipments. The targets of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trail center are to provide the trail environment, to do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o conduct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s.
Currently, this center implements the working projects, such as to finish the
improvement and extention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to finish the requirement of
research talent, to enroll the 30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nto the Li
Chung Tong treatment program in first year, to develop the new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es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GMP pharmaceutical factories, and to conduct
the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s of clinical trail at least twice.
About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renovation, this Trail Center had
already finished some issues, such as to arrange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equipments, to edit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clinical trail, to buy new
electronic hyprothermograph and hamnatodynamometer, and to buy new medical
research reference books. About the talent recuritment, this center involved the
“Promoting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Biotechnolgy Research Project” from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In addition, the center hired one research assistant and one
part-time employee to assist this project. For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rail, this
center finished two trails this year, such as “the effects of Li Chung Tong to improve
symptoms and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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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Xiangsha-liujunzi-tang to improve symptoms and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reflux esophagitis”. About the trail of“the effects of Li Chung Tong to improve
symptoms and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e had 11
participants: 4 participants already finished the first treatment period, 3 participants
drawed out, 4 participants is still attending the trail, 3 participants already finished
the second treatment period. This project is two-year trail and uses by double blind
method ; in addition, it is not already finished to do the data decoding of results. This
year, we conducted 4 education training courses of clinical trail. Also we sent our
employees to attend the training courses and conferences. Therefore, this center tried
to assist doctors, nurses, researches to join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es and to plan
clinical trail projects. Otherwise, we received the foreign visiting groups and
institiut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operated opportunities.
We integrated the processes and regulations of clinical trail inside hospital by
professionals who are the members of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Trail Committee.
In order to let people know about this center, we also set up and revise the exclusive
network frontpage. Besides, we contact and train the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
factories to develop the new clinical trails and to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In fact, the center is also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and healthcare institiue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new diagnose equipments and
therapy materials and to promote the func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medicines.
Keyword: E-Da Hospital, Clinical Trail Center for Chinese Medicine, Exploition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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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衛生署於民國 94 年配合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建構生醫科技島計
畫」，積極推動「建立卓越臨床試驗與研究體系」，是一項相當正確且重要
的政策。98 年行政院推動六大新興產業，依據 97 年「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
員會」會議結論，規劃「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
，更將生計行動方
案列為第一個行動方案，顯見政府對於發展新藥物等生物技術產業的重視
與決心。在衛生福利部的補助下成立中藥臨床試驗中心，採集中管理，有
系統篩選病人，及有系統進行分析取樣，以合乎藥品優良床試驗規範(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之要求。目前本中心在進行中醫藥臨床試驗時，優先
探討及評估中藥之療效與安全性，並降低受試者之危險性，且也建立執行
中醫藥臨床試驗過程中各項目之標準作業流程，如試驗中心組織章程，委
員會組織章程，保密協定，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作業流程，標準作業流程以
落實 GCP 之精神、為了提升中醫藥研究之水準，不定期的開辦院內外中藥
臨床訓練相關課程和研討會，以培養從事中藥臨床試驗研究之專門人才。
本院積極配合藥廠進行中草藥之研發及中草藥新藥的開發，希望透過嚴謹
與實證的臨床試驗流程，研發出以中醫適應症治療藥物，期待為傳統的新
藥開發路徑走出一條捷徑之外，也達到中草藥國際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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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其執行方法如下：
一、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的軟硬體擴建及修繕。
設立門診區、診療室、配膳室、會議室、行政管理室、資料處理室、
藥品儲存室、檔案室、檔案保存防火櫃多個、檢體暫放臨床病理室、中藥
臨床試驗病床 4 張、生理監視及急救設備等設備配置。軟硬體設備含中醫
望診、應用紅外線感測器於中醫脈診診斷、電子高低溫濕度計、甲壁微循
環血液檢查儀、紅外線灸，圖書館添購中醫藥研究論叢、臺灣中醫臨床醫
學雜誌、新藥開發與臨床試驗等中醫臨床相關書籍、更新 PubMed、CEPS
資料庫及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網站內容包括組織架構、作業辦法及規範等介
紹。
二、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研究人才之招募。
目前有研究醫師：主治醫師 12 人、住院醫師 4 人；研究助理 1 人；個
案管理師 1 人；研究藥師 3 人；護理人員 8 人(非研究護士)。本中心承接衛
生福利部委託計畫”香砂六君子湯改善逆流性食道炎症狀及預防復發的效
果”並聘請一位專案研究助理及工讀生協助計畫執行。
未來將依中心業務量及研究計畫評估人力需求來增聘研究助理。
三、本院臨床試驗中心執行兩案件以上之中藥臨床試驗案件。
本年度中心共執行 2 件中藥臨床試驗計畫案，如下：
(一) 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及預防復發的效果
1. 試驗目的：本計畫擬利用二年的時間治療及追蹤療效，評估理中
湯是否具有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之效果，同時在臨床上評估理中
湯是否具有也有預防復發之能力。
2. 對象：符合 Rome Ⅲ 大腸激躁症診斷標準，由胃腸肝膽科醫師
篩選出屬腹瀉型者 60 人，每年 30 人，並取得受試者同意書。
3. 納入標準：
(1) 不分男女。
(2) 大於 20 歲(含)之病患。
(3) 符合 Rome Ⅲ 大腸激躁症診斷標準，屬腹瀉型者。
(4) 經西醫師診斷將使用 Pinaverium bromide 藥物進行治療之病
患。
(5) 經中醫師診斷脾胃虛弱。
(6) 意識清楚能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研究者。
(7) 無其他重大慢性疾病史者如癌症、鬱血性心衰竭、慢性阻塞
性肺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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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無精神疾病病史者。
4. 排除標準：
(1) 未滿 20 歲之病患。
(2) 經西醫師診斷消化性潰瘍、慢性支氣管炎、氣喘、心絞痛、
心肌梗塞、腦中風者、感染性或發炎性腸胃疾病者、糖尿病、
甲狀腺機能異常、腹腔手術病史、膽石症、胰臟炎。
(3) 乙狀結腸鏡檢查(或 5 年內受檢報告)有實質病變。
(4) 經中醫師診斷有內熱、舌紅。
(5) 孕期或哺乳期婦女。
(6) 意識不清楚不能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研究者。
(7) 有精神疾病病史、老年癡呆症、帕金森氏症者。
(8) 對藥物順從性不佳之病患。
(9) 臨床試驗設計：本研究採用隨機、雙盲、對照組的實證醫學
方法來探討理中湯對於大腸激躁症的療效。
5. 試驗方法：
(1) 隨機、對照、雙盲法則。
(2) 理中湯及安慰劑的製作委託 GMP 藥廠。理中湯為濃縮科學
中藥 3 克，安慰劑之內容物主要含 1/20 濃度之理中湯的澱
粉。
(3) 治療期：每日服用 3 次 50mg 西藥 Pinaverium bromide 合併
理中湯 3 克，早、晚飯後服用，每 4 週回診一次，回診時給
予問卷訪問，為期 8 週。
(4) 追蹤期：繼續每日服用 3 次 50mg 西藥 Pinaverium bromide，
回診時給予問卷訪問，為期 4 週。
(5) 問卷評估：每 4 週進行大腸激躁症腹瀉型-臨床症狀評分標
準表，第 1、9、13 週進行 IBS 總體腸道症狀量表。
(6) 主要療效或評估指標：
臨床觀察中用來做為主要評估指標：大腸激躁症腹瀉型-臨床症
狀評分標準(表一)、IBS 總體腸道症狀量表(表二)。
(7) 療效判定標準：有改善症狀之發生。
(8) 統計方法：
A. 描述統計-預期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及預防復發
並分析男女性別差異幅度。
B. 推論統計－unpaired Student’s t-test。
(二) 香砂六君子湯改善逆流性食道炎症狀及預防復發的效果
1. 試驗目的：本計畫利用二年的時間治療及追蹤療效，評估香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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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湯是否具有改善逆流性食道炎症狀之效果，同時評估預
防復發之能力。
2. 對象：由胃腸肝膽科醫師篩選出屬逆流性食道炎患者 80 人，並
取得受試者同意書。
3. 納入標準：
(1) 不分男女。
(2) 大於 20 歲(含)之病患。
(3) 經胃鏡確定診斷逆流性食道炎症，依洛杉磯分類屬於 A 或 B
級者。
(4) 經西醫師診斷將使用 PPI 藥物進行治療之病患。
(5) 經中醫師診斷脾胃虛弱。
(6) 意識清楚能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研究者。
(7) 無精神疾病病史者。
4. 排除標準：
(1) 未滿 20 歲之病患。
(2) 經西醫師診斷消化性潰瘍、慢性支氣管炎、氣喘、心絞痛、
心肌梗塞、腦中風者。
(3) 長期服用類固醇、非類固醇消炎藥、或阿斯匹靈或抗凝血劑
者。
(4) 經中醫師診斷有內熱、舌紅。
(5) 孕期或哺乳期婦女。
(6) 意識不清楚不能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研究者。
(7) 有精神疾病病史、老年癡呆症、帕金森氏症者。
(8) 對藥物順從性不佳之病患。
5. 臨床試驗設計：本研究採用隨機、雙盲、對照組的實證醫學方
法。
6. 進行方法:
(1) 試驗期間療法：服用香砂六君子湯合併西藥 PPI。
(2) 試驗所要做之臨床觀察：
A. 一般評估：飲食、體溫、體重、血壓等。
B. 逆流性食道炎評估：溢酸、胸口灼熱、消化不良、吞嚥
困難、慢性咳嗽等程度。
7. 主要療效或評估指標：
(1) 臨床主要評估指標：胃食道逆流疾病問卷，英國 Janes R 所
提出的 GERD impact scale，此問卷表常被消化系醫學界引
用。
8

(2) 療效判定標準：有改善之發生。
8. 統計方法：
(1) 描述統計：預期香砂六君子改善逆流性食道炎症及預防復發
並分析男女性別差異幅度。
(2) 推論統計：unpaired Student’s t-test。
(3) 間隔分析：不進行分析。
四、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之規畫。
本中心人員積極參與中醫藥相關或跨部門課程，對內不定期舉辦各專
業領域之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對外則派遣本中心人員至院外參加臨床
試驗相關訓練課程及國內研究機構參訪，並藉此機會與院外相關專業人員
進行交流與學習。
五、鼓勵中醫藥臨床研究工作
本中心提供臨床試驗諮詢服務平台，讓有意在本院進行中藥臨床試驗
之藥廠或其他研究人員可透過本中心協助試驗評估、計畫的規劃、計畫書
的撰寫、送件與執行等。亦鼓勵中醫部部內人員及西醫醫師加入中醫藥臨
床研究，進行中西醫結合臨床試驗。
為提升生技新藥技術，加強產官學研究合作研究發展，促進生技新藥
產業升級，積極與義守大學醫學院及其他電機與資訊學院等合作，強化中
醫診斷與治療上的醫療器材開發，活絡中醫藥臨床與基礎的聯絡網路。對
外，中醫藥臨床試驗中心也將成為中醫、中藥、醫材等知識及產業交流的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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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的軟硬體擴建及修繕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於 99 年 3 月 29 日正式成立「中藥臨床試
驗中心」
，目前由本人擔任計畫主持人兼中心的主任，本中心整合全院相關
醫療、護理、檢驗與研究單位的軟硬體、人力、醫藥資源，結合義守大學
醫學院相關研究資源，在本院 C 棟二樓的中醫部門診區設立中藥臨床試驗
中心診療室、診療床、配膳室。
本中心的硬體設備除了有獨立門診，電腦設備、中醫系統、影像傳輸
(PACS)系統及就診記錄查詢系統外，另有批價掛號及中醫討論室提供醫護
人員做詳細病史的詢問、問卷評估及身體檢查。
本中心依照衛生福利部的設置要求，於 99 年設置在育成大樓八樓，地
坪面積十六坪。此中心設有資料處理室、行政管理室、檔案室、討論室、
資料儲存櫃、書櫃、資料櫃，添購電子高低溫濕度計兩台、血壓計、溫度
計乙台、中醫藥研究叢書等設備配置，此棟樓同時設有會議室。本中心相
關設施(如圖一至圖八)。
二、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研究人才之招募目前人資情況中醫部研究醫師 16 名；研究藥師 3 名；個案管理師 1 名；
研究助理 1 名；護理人員 8 名(非研究護士)。研究醫師負責提出研究計劃案、
書寫、最後分析及臨床進行醫療業務，協助處理病人之檢查及各種治療業
務、受試者心理評估。個案管理師負責協助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的研究計畫
的流程、執行研究計畫、並追蹤受試者之醫療照護與就診聯繫、就診資料
收集、操作並維護實驗相關的設備與儀器、經費控管支出使用分配規劃。
行政助理負責協助計畫相關的行政工作、協助執行研究計畫內容文獻檢
索、資料收集、檔案管理及保存等作業、單據收集、經費核銷等行政等業
務。
今年度本中心承接衛生福利部研發組委託計畫「香砂六君子湯改善逆
流性食道炎症狀及預防復發的效果」並聘用一位專任研究助理、1 位工讀生
協助計畫執行、文書行政與衛教的業務。但在未來會視業務量的需求增聘
新進人員。
三、本院臨床試驗中心執行兩案件以上之中藥臨床試驗案件中藥臨床試驗之執行成效：
(一) 理中湯改善大腸激躁症候群及預防復發的效果之收案與追蹤情
形：
1. 收案狀況(表三)
如表三所示，經由西醫胃腸肝膽科門診篩選了 19 位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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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大腸激躁症且符合 Rome Ⅲ屬腹瀉型的患者，共有 17 位
患者簽署受試同意書加入臨床試驗。
2. 治療及退出狀況 (表三)
接受治療的 17 位受試者(含治療組及對照組)中，有 5 位尚
在進行中，有 3 位退出試驗。
3. 追蹤及復發狀況 (表三)
有 6 位受試者已完成第二階段追蹤，3 位受試者進入第二
階段的追蹤。
4. 退出原因分析 (表四)
由於有 3 位受試者退出試驗，因此，我們針對退出原因進
行分析。如表四所示，雖自覺症狀有改善但退出原因有：回診
時間無法配合、服用多種藥物及檢查出罹患肝癌，由此可知，
因服用多種藥物而退出試驗的受試者雖然不多，但日後可由儘
量篩選單獨只有大腸激躁症狀，而無其他疾病(如：高血壓或心
臟病)的受試者，以減少因服用多種藥物而退出試驗的比例。至
於自覺症狀有改善等，都是進行中西藥合併治療時常見的病人
反應，可由研究護士加強對受試者之教育及追蹤聯絡去改善。
5. 研究結果分析
本研究試驗案為兩年期之雙盲隨機試驗，至目前研究尚進
行中無法進行解碼，因此，目前尚無法提供成果分析。
(二) 香砂六君子湯改善逆流性食道炎症狀及預防復發的效果
1. 篩選及收案狀況(表五)
我們從肝膽腸胃科門診共篩選了 134 位患者，但經過中醫
部體質辨證後，只有 123 人(治療組 66 人、對照組 57 人)符合
進入研究的條件並簽署受試同意書。
2. 治療及退出狀況(表五)
治療組共有 40 位完成治療，但有 26 人退出試驗。對照組
共有 37 位完成治療，但有 20 人退出試驗。
3. 追蹤及復發狀況(表五)
療程後，治療組共有 40 位、對照組共有 37 位繼續接受為
期 24 週的觀察，追蹤 24 週時，治療組共有 16 位復發，佔 41%。
對照組共有 14 位復發，佔 39%。
4. 退出原因分析 (表六)
治療組及對照組各有 26 位(38%)及 20 位(35%)退出臨床試
驗。其退出理由依序為回診時間無法配合、服藥頻率太多不想
繼續服藥、GERD 症狀無改善、及服藥初期出現其他病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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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第一項及第二項佔 75%左右。推測原因主要為本院位置偏
遠，很多受試者屬勞工階級請假困難，無法配合多次回診。再
加上有些患者除了服用胃食道逆流藥物外，也服用降血壓或降
血糖藥物，因此，感覺藥物太多不願繼續參加試驗。
5. 研究結果分析(表七至表九)
研究結果顯示，治療組與對照組分別有 40 人及 37 人完成
治療，其性別及年齡並無統計學上的差不多。治療至第 16 週
時，治療組比對照組在胃食道逆流嚴重度上輕度但有統計學差
異的降低(0.3 vs. 0.8; P = 0.01)，但在 24 週追蹤復發率上兩組之
間卻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在副作用方面，治療組比對照
組在胃脹(0.0% vs. 21.6%; P = 0.002)及胃悶(0.0% vs. 16.2%; P =
0.009)兩症狀的出現率顯著減少。
此研究結果顯示，香砂六君子湯可以輕度但統計學上有意
義的增加 Rabeprazole 改善胃食道逆流的效果，同時可以顯著
地減輕胃脹及胃悶的症狀。香砂六君子湯與 Rabeprazole 是安
全的組合，可以應用於有合併胃脹或胃悶等症狀的胃食道逆流
之治療。
四、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之規畫本中心共辦理 4 場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成員包括西醫師、中醫師、
藥師、護理人員、醫事人員、研究人員、研究生等，另外也有來自義守大
學醫學相關科系的教師及其研究助理。針對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之倫
理、法規、專業等議題邀請學者專家進行課程指導，期能提升醫護人員及
臨床研究的各領與人員對臨床試驗的認知；對臨床試驗的整體品質及病人
權益助益甚多。
本中心人員積極參與中醫藥相關課程或跨部門之課程，並派遣至院外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國泰醫院、台中榮總)參加臨床試驗相關訓練課
程，及同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學系師生參訪勝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總
計今年辦理臨床試驗繼續教育訓練學術研討會四場，總共參加繼續教育醫
師為 133 人、護理人員為 83 人、藥師人數 20 人、臨床研究相關人員 127
人。(如圖十五至二十六)
五、本中心將以 GMP 藥廠為目標，輔導傳統藥廠對既有成方進行療效確認協助中醫部部內人員包括藥師、醫護人員及鼓勵西醫與相關人員加入
中醫藥臨床試驗研究，進行中西醫結合臨床試驗規劃。協助試驗的規劃設
計、試驗計畫書的撰寫、送件與執行等。
輔導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執行「中醫舌診線上動態學習與評量系
統之研究」
。本研究為結合網路及電腦影像處理技術，建置一線上教學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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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系統，提供豐富中介學習內容，如傳統舌診理論、範例影像、相關論文
等，後台結合自動化舌診系統判讀後之舌頭影像特徵，建立大量具結果高
度一致性之舌診標準題庫，有助於舌診循標準化之客觀判別程序，師生可
用此題庫製作舌診動態評量試卷或相關知識學習，提高中醫教學與臨床應
用價值。
協助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諮詢「優質門診腦血管會診之效益分析研
究」計畫。本研究主要針對接受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中醫部之「優
質門診腦血管會診之研究計畫」之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質、縮短病患住院天
數並能促進腦血管疾病病患神經學上的功能恢復、改善日常生活能力、降
低醫療費用支出，提升中醫醫學教育訓練品質。接受中西醫聯合照護及西
醫治療平均健保費用，及同時考慮醫院成本費用比率作為成本的分數，進
一步計算其成本效果比值，選出較適的照護方式，以利作為未來推行計畫
及研究者的參考依據。
為了使人員素質可以提升，而學術交流上可以與國際接軌。透過教學、
研究、及服務，瞭解國際上中醫藥的新思維與構想、研發新藥品、技術、
或方法運用於臨床醫療，並改善醫療流程與提升服務品質，本年度接受釜
山韓醫專門大學院韓醫系、不丹王國、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參訪本院
本中心，此行主要目的係在了解臺灣整體醫療及臨床試驗相關環境、新藥
開發與國際合作之資訊，參訪過程中除了了解本院臨床試驗環境，並與本
院主要之臨床試驗計畫主持人進行訪談與交流，透過參訪讓該機構能夠了
解本院目前所執行的中藥臨床試驗狀況，促進彼此的了解，增進未來國際
合作的機會。(如圖二十七至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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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中藥臨床試驗中心的軟硬體擴建及修繕由於衛生福利部的經費補助及義大醫院院方的大力支持，院內各單位
及義守大學醫學院各系所的部分研究設施的提供，再加上院內各臨床研究
相關單位包括醫學研究部及人體試驗委員會的指導，使得本中心的各項設
施建構日趨完整，同時使本中心的作業流程得以日趨成熟。
二、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之規畫本年度本中心舉辦四場「優良臨床試驗訓練課程」反應相當熱烈，由
於本中心每年持續主辦或協辦至少三場以上的研討會，本院其他醫療單位
對於臨床試驗的技能與知識都有相當大的興趣，表現出高度參與熱誠，持
續的舉辦臨床試驗課程除了可以累積研討會的籌備經驗，可作為未來各醫
療單位舉辦相關訓練課程的諮詢者，並且拉近本中心與各單位的距離，提
升本中心的能見度。
三、中藥臨床試驗之執行成效本中心目前所執行的計畫案仍以計畫主持人自行撰寫為主，相較於廠
商所贊助的計畫案較缺乏資源，計畫主持人需付出更多的心力要確保計畫
案能夠順利執行。本院執行中草藥臨床試驗每年不超過 3 件，希望本院進
行中西醫結合將傳統的中醫中藥知識和方法與西醫西藥的知識和方法結
合起來，透過對方劑藥物的研究進行醫藥臨床與實驗結合提高臨床療效的
基礎。義守大學醫學院生物科技系、學士後中醫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等系所產學合作以實現基礎研究結合臨床試驗的目標，加強學校與醫院的
互動與合作。
四、本中心將以 GMP 藥廠為目標，輔導傳統藥廠對既有成方進行療效確認本中心與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學系共同舉辦中藥廠商參訪，藉由雙向
的溝通和討論，獲得許多寶貴的意見及心得，而與後中醫學系的參訪過程
中，與學生交流臨床試驗的心得與目的，提升學生對於臨床試驗的基本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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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本中心在建構過程感謝衛生福利部的經費補助以及定期實地訪查進而
提供許多指導。本中心除了不斷秉持中心的設置目的與理念，繼續拓
展南台灣的臨床研究環境與提升研究品質，希望未來本中心能夠繼續
成長茁壯，也希望衛生福利部能夠提供更多的支援與指導，使得目前
正在規劃的一些臨床研究計劃能有付諸實行。
二、本中心的一些臨床作業規範及作業辦法，部分尚待改進，目前本中心
的各個臨床試驗的 SOP 尚未臻於完美，在試驗過程中會不斷的修改臨
床試驗的流程，逐步建立臨床試驗品質保證，以提昇臨床試驗品質。
三、本中心未來於研究上，應該先克服受試者人數過少的問題及其遵從
性，並且研究團隊之配合與流程規劃上再進行加強，而受試者之 case
report form 所需要的資料及評估內容務必要確實落實，如此才可有更佳
的結果成現。

誌謝
本研究計畫承蒙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計畫編號 CCMP102-CT-205 提
供經費補助及本院院方的鼎力支持，使得本中心的軟硬體建構能順利進
行，以提供製藥廠商、臨床試驗受試者、臨床試驗主持人、研究人員良好
的臨床試驗環境，使本計畫得以順利完成，特以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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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圖、表
表一、大腸激躁症腹瀉型-臨床症狀評分標準表
IBS 總體症狀

感覺正常
0

輕度困擾，不影響 中度困擾，介於 1 非常不適，嚴重影
生活和工作
分與 3 分之間
響工作和生活
1
2
3

腹痛、腹脹

無症狀
0

症狀輕微，不影響 症狀一般，但影響 症狀嚴重，難以忍
工作和生活
工作和生活
受
1
2
3

排便次數

0~2 次/天
0

3~4 次/天
1

5~6 次/天
2

≧7 次/天
3

糞便性狀

正常或成形大便
0

基本成形爛便
1

不成形糊狀便
2

水樣便
3

黏液便

無
0

偶有
1

經常有
2

大部分時間
3

排便窘迫、排
便不盡感

無
0

輕度
1

中度
2

重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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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Gastrointesinal Symptom Rating Scale-IBS
Q1: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被肚子痛所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2: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被肚子痛或是肚子不舒服困擾著，而這困擾會因排便
或排氣而緩解。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3: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被肚子膨脹的感覺常所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4: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因排氣(放屁)而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5: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因腹瀉(拉肚子)而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6: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因排軟便而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7: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因急迫的解便而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8: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因排便後扔有解不乾淨的感覺而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9: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因剛進食沒多久久有腹部脹滿的感覺而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10: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因飯後而有長時間的腹部脹滿的感覺而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Q11:過去一週內，你是否常因肚子看起來脹脹的而困擾著。
□沒有不舒服
□些微不舒服 □輕度不舒服 □中度不舒服
□普通嚴重不舒服 □嚴重不舒服 □非常嚴重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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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理中湯-受試者基本資料
受試者編號

簽署同意書日期

目前
狀況

電話訪問服藥後狀況

AA001

102.08.06

療程結束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02

102.08.19

療程結束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03

102.08.21

療程結束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04

102.08.23

退出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05

102.08.23

退出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06

102.08.30

療程結束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07

102.08.30

療程結束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08

102.09.09

療程結束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09

102.09.24

退出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10

102.10.09

追蹤中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11

102.10.11

追蹤中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12

102.11.15

追蹤中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13

102.11.28

治療中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14

102.12.03

治療中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15

102.12.06

治療中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16

102.12.13

治療中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AA017

102.12.17

治療中

良好-腹瀉次數減少

退出原因

表四、理中湯-退出原因分析
受試者編號

退出日期

目前
狀況

AA004

102.09.23

退出

AA005

102.09.23

退出

AA009

102.10.23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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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配合回診時間及
自覺症狀有改善
無法配合回診時間及
服用多種藥物
罹患肝癌

表五、香砂六君子湯-研究流程

篩選人數
n=134

(M=82;F=52)
排除人數
n=11

簽同意書人數
n=123 (M=72;F=51)

治療組人數
n=66

對照組人數

(M=38;F=28)

n=57 (M=34;F=23)

退出人數

退出人數

n=26 (M=15;F=11)

n=20 (M= 8;F=12)

完成治療人數
n=40

完成治療人數

(M=23;F=17)

n=37 (M=26;F=11)

第二階段追蹤人數

第二階段追蹤人數

n=40

n=36

(M=23;F=17)

(M=25;F=11)

24 週復發累積人數

24 週復發累積人數

n=16 (40%)
(M= 8;F= 8)

n=14 (39%)
(M= 9;F = 5)

(註: n 為人數，M 為男性，F 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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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香砂六君子湯-退出個案分析
退出原因

治療組(n=26; 39%)
(單位:人)

對照組(n=20; 35%)
(單位:人)

回診時間無法配合

12 (18%)

9 (16%)

服藥頻率太多，
配合度不高

7 (11%)

5 (9%)

GERD 症狀無改善

5 (8%)

3 (5%)

服用初期出現
其他病症或症狀

2 (3%)

3 (5%)

表七、香砂六君子湯-治療組與對照組之間治療前後胃食道逆流症狀嚴重
度比較
時間
組別
治療組
n=41
對照組
n=37
P值

治療前
0週

治療
第4週

治療
第8週

治療
第 12 週

治療
第 16 週

6.0±4.3

2.1±2.9

1.5±2.7

1.2±1.9

0.3±0.8

5.4±3.8

1.6±2.3

1.2±2.0

1.4±2.6

0.8±2.2

＞0.05

＞0.05

＞0.05

＞0.05

0.010

Data expressed by mean ±SD.
Statistics

by unpaired student's 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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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香砂六君子湯-治療組與對照組之間副作用的比較
副作用

治療組

對照組

P值

打嗝

5/40(12.5%)

5/37(13.5%)

＞0.05

下痢

2/40(5%)

1/37(2.7%)

＞0.05

便祕

1/40(2.5%)

2/37(5.4%)

＞0.05

暈眩嘔吐

0/40(0.0%)

1/37(2.7%)

＞0.05

腹脹

6/40(15%)

11/37(29.7%)

＞0.05

腹痛

0/40(0.0%)

2/37(5.4%)

＞0.05

胃痛

0/40(0.0%)

2/37(5.4%)

＞0.05

胸悶

2/40(5%)

6/37(16.2%)

＞0.05

易排氣

0/40(0.0%)

3/37(8.1%)

＞0.05

胃悶

0/40(0.0%)

6/37(16.2%)

0.009

胃脹

0/40(0.0%)

8/37(21.6%)

0.002

Date expressed by % of total number.
Statistics by χ2 – text.

表九、香砂六君子湯-治療組與對照組之間累積復發率比較
累積復發率
第8週

第 16 週

第 24 週

治療組

14/40(35%)

15/40(38%)

17/40(43%)

對照組

11/36(31%)

13/36(36%)

14/36(39%)

P值

＞0.05

＞0.05

＞0.05

組別

Date expressed by cumulative number / total number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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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資料處理室

圖二、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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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行政辦公室

圖四、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臨床試驗候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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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臨床試驗診療床

圖六、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診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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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中藥臨床試驗中心 會議室

圖八、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研究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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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研究藥品專責人員

圖十、試驗藥品之儲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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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研究藥品溫濕度計記錄器

圖十二、研究藥品溫濕度計記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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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試驗藥品藥櫃之管理紀錄

圖十四、試驗藥品之每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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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102 年 06 月 09 日
舉辦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一）

圖十六、102 年 06 月 09 日
舉辦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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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102 年 07 月 21 日
舉辦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二）

圖十八、102 年 07 月 21 日
舉辦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臨床試驗訓練課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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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102 年 08 月 09 日協辦「中醫藥臨床試驗環境說明會」

圖二十、102 年 08 月 10 日協辦「提升中醫師臨床試驗專業能力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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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102 年 06 月 09 日 課程滿意度統計

圖二十二、102 年 06 月 09 日課程滿意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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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102 年 07 月 21 日 課程滿意度統計

圖二十四、102 年 07 月 21 日 課程滿意度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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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102 年 10 月 30 日參訪勝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圖二十六、102 年 10 月 30 日參訪勝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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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102 年 03 月 11 日釜山韓醫專門大學院 韓醫系參訪

圖二十八、102 年 03 月 11 日釜山韓醫專門大學院 韓醫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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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102 年 04 月 10 日 不丹王國參訪

圖三十、102 年 09 月 30 日 義守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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