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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年報 第二十四期
二之一 總目錄
計畫編號

（依計畫編號排序）
委託計畫名稱

受委託單位名稱

作 者 冊-頁次

92 年度
CCMP92-RD-028 中藥治療異位性皮膚炎病患之療效評估及免疫學研究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鄭慧滿 2-001

CCMP92-RD-041 半夏炮製技術之研究(2-1)......... 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溫武哲 3-001

CCMP92-RD-044 硃砂單方及八寶散硃砂複方對幼鼠之鎮靜安神及毒性研究 ...........
...............................................國立台灣大學

蕭水銀 1-001

CCMP92-RD-101 中醫舌診標準化之研究(3-3)－特定疾病舌色資料庫之建立 ..........
............................................... 長庚紀念醫院

張恒鴻 6-001

CCMP92-RD-102 中醫舌診標準化之研究(3-3)－中醫舌診教學與評量系統 ............
............................................... 國立中山大學

蔣依吾 6-127

CCMP92-RD-103 中醫舌診標準化之研究(3-3)－特定疾病舌苔資料庫之建立 .........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建仲 6-177

CCMP92-RD-104 中醫舌診標準化之研究(3-3)－特定疾病舌診影像特徵之研究 ........
............................................... 私立中原大學

蘇振隆 6-277

CCMP92-RD-105 中醫舌診標準化之研究(3-3)－特定疾病舌苔證型資料庫之知識探勘…
................................................... 逢甲大學

邱創乾 6-335

CCMP92-RD-112 從基因體學的層面探討雷公藤和漢防己甲素對 T 淋巴球活化的調節作
用(3-2) .......................................... 國防醫學院

賴振宏 2-031

CCMP92-RD-113 中藥調控細胞激素基因在類風濕性關節炎疾病感受性與嚴重度之影響
(3-2) ............................................ 國防醫學院

張德明 2-049

CCMP92-RD-114 中草藥成分在抗癌及抗血管新生的作用研究與活性成分來源之基原鑑
定(3-2) .......................................... 台大醫學院

顧記華 2-075

CCMP92-RD-118 中醫舌診標準化之研究(3-3)－特定疾病舌色資料庫之建立舌色判讀標
準化之研究擴充計畫.............................. 長庚紀念醫院

張恒鴻 6-413

CCMP93-RD-001 補益類中藥及其方劑對於人體幹細胞之系統分析研究 .. 台北醫學大學

施子弼 1-029

CCMP93-RD-003 抗敏合方對過敏性鼻炎臨床療效之研究(2-1) ......... 中國醫藥大學

戴志展 1-053

93 年度

CCMP93-RD-005 應用專一高效能之人類白血球功能檢驗法評估具抗發炎及免疫增強作
用之中草藥並以動物試驗確認藥效............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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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年報 第 24 期 第 1 冊

CCMP93-RD-007 利用免疫細胞吞噬活性為快速篩檢平台評估具抗發炎與增強免疫力之
中草藥 ........................................ 中國醫藥大學

謝長奇 2-095

CCMP93-RD-011 中醫舌診在電子病歷系統之作業標準研究(2-1) ....................
............................................... 長庚紀念醫院

張恒鴻 6-445

CCMP93-RD-021 過敏性鼻炎患者在中醫治療下生活品質評估量表之發展 ............
............................................... 私立長庚大學

馬素華 1-107

CCMP93-RD-022 中醫藥科技管理研究－中醫藥網際網路資源整合及其在科技發展之應
用 ............................................. 中國醫藥大學

張淑貞 3-041

CCMP93-RD-033 白朮炮製研究 ................................... 台北醫學大學

王靜瓊 3-121

CCMP93-RD-041 台灣市售阿魏之指紋圖分析與活性成分之研究 ........ 高雄醫學大學

張芳榮 1-149

CCMP93-RD-042 建立亞太中藥標準品供應中心之可行性評估 ......... 國立嘉義大學

楊玲玲 5-001

CCMP93-RD-048 過敏性鼻炎患者中醫體質類型與基因及蛋白質表現之相關性研究 .....
................................................. 中央研究院

徐松錕 2-149

CCMP93-RD-056 新一代自動化診斷脈診儀開發與研究－中醫脈學原理與實測脈波信號
應用於臨床診斷之研究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陳建仲 3-157

CCMP93-RD-059 中醫皮膚科臨床治療共識手冊之編寫............................
................................. 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分院中醫部

黃升騰 5-025

CCMP93-RD-060 以 2001 年台灣糖尿病照護管理計畫為基礎比較中、西醫糖尿病治療的
效益和順從度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傅茂祖 1-187

CCMP93-RD-066 實施無中醫鄉巡迴醫療服務計畫之探討 ...........................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施純全 5-047

CCMP93-RD-071 天南星嚴重毒性的評估－發展科學方法測定生製及炮製天南星之藥
效、毒性及安全劑量(2-1) ........................ 國立台灣大學

楊榮森 1-231

CCMP93-RD-073 中草藥副作用主動通報監視系統的建立與研究 ........ 國立台灣大學

王榮德 5-157

94 年度
CCMP94-RD-001 中醫鼓勵結合現代科技加強醫療服務教育訓練計畫 .................
............................................臺灣中醫診斷學會

張恒鴻 3-187

CCMP94-RD-002 中醫影像診斷檢查的輔助應用程式開發之研究 ........ 長庚紀念醫院

劉佳昌 3-285

CCMP94-RD-006 中藥材品質管制基準制定之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

張永勳 5-281

CCMP94-RD-010 加馬輻射照射對中藥材滅菌及成份影響評估 .......... 國立清華大學

周鳳英 5-361

CCMP94-RD-011 柴胡之 GMP 栽培模式與品質評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劉新裕 5-395

CCMP94-RD-029 中藥抑制癌瘤細胞遷移和侵犯作用之系統分析研究 .... 中山醫學大學

謝易俢 1-257

CCMP94-RD-035 中醫藥國際化人才培訓計畫........................ 中國醫藥大學

葉純甫 4-001

CCMP94-RD-037 化妝品含中草藥成分之檢驗方法開發................ 中國醫藥大學

徐素蘭 3-335

CCMP94-RD-038 臺灣市售易誤用混用中藥材基原鑑定之研究 .......... 中國醫藥大學

郭昭麟 2-193

CCMP94-RD-101 天南星嚴重毒性的評估－發展科學方法測定生製及炮製天南星之藥
效、毒性及安全劑量(2-2)......................... 國立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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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P94-RD-102 本土中草藥選種育種及有機栽培研究(2-2) ............... 中興大學

陳世雄 3-383

CCMP94-RD-103 中醫舌診在電子病歷系統之作業標準研究(2-2) ...... 長庚紀念醫院

張恒鴻 6-489

CCMP94-RD-104 中醫藥療效評估之文獻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

林昭庚 1-317

CCMP94-RD-106 大仁中草藥商機－中藥 GMP 製造流程及管理法規研究(2-2) ..........
................................................. 大仁科技大學

陳瑞龍 5-415

CCMP94-RD-109 辛夷散對過敏性鼻炎治療臨床療效評估(2-2) ......................
.......................................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醫院

楊賢鴻 1-357

CCMP94-RD-114 全國中醫師醫療院所感染管理控制研究計畫北區子計畫（2-2） .....
.......................................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醫院

楊賢鴻 5-465

CCMP94-RD-115 台灣中部、東部、高屏地區中醫師醫療院所感染管理指標控制研究之計
畫－二年計畫(2-2) .............................. 中國醫藥大學

林國瑞 5-487

CCMP94-RD-201 兩岸中醫藥界對新興傳染病的治療、預防及研究現況之考察 ........
............................................... 中國醫藥大學

林國瑞 4-131

CCMP94-RD-202 大陸中醫藥國際化之現況與政策考察研究 ............ 弘光科技大學

何玉鈴 4-155

CCMP94-CT-101 中草藥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長庚紀念醫院

張恒鴻 5-523

CCMP94-CT-102 中醫藥聯合人體試驗醫學倫理委員會 ........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傅茂祖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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