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推動新南向傳統醫學人員交流會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委託單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參與單位：馬來西亞國家癌症中心、馬來西亞中醫師公會、馬來西亞南方大學、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馬來西亞雙威中醫中心、馬來西亞順天堂藥廠、

越南中央傳統醫學醫院、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中國醫藥大

學、臺北醫學大學、義守大學、慈濟大學、臺中榮民總醫院、彰化基

督教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張仲景文教基金會、

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臺灣中藥工業同業公會、勝昌製藥有限公司、

莊松榮製藥有限公司、港香蘭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日期：2020 年 10 月 3 日~ 2020 年 10 月 4 日 

 

第一天 2020 年 10 月 3 日 

上午 8:50~12:30 核心課程 1：用藥安全與政策 

核心課程 2：中藥濃縮製劑管理與應用 

下午 13:30~15:00 選修課程 1：臨床設置規畫政策 

選修課程 2： 臨床照護與研究 

 

第二天 2020 年 10 月 4 日 

上午 8:40~12:30 核心課程 3：中醫急重症臨床照護經驗 

選修課程 3：繼續教育臨床訓練 

選修課程 4：藥材品質與管理 

下午 14:00~15:30 交流座談會 

 

 

 

 

 

 

 

 

 



 時間：2020年10月3日上午 

 核心課程1、2：用藥安全與政策、中藥濃縮製劑管理與應用 

時間 交流演講主題 主講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8:00~8:30 報到 

8:30~8:50 開幕儀式及致詞 (播放衛生福利部與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介紹影片) 

8:50~9:30 

特別演講 

- COVID-19 中西醫整合照護經

驗與研究《新型冠狀病毒中醫

臨床分期治療指引》 

蔡嘉一 
臺中榮民總醫院 

中醫專科主治醫師 

主持人開場：張仲景文教基金會 張閎運執行長、馬來西亞國家癌症中心 張家玄主任 

9:30~9:50 
一線之隔藥與毒 

- 附子的妙用 
賴榮年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部副院長 

9:50~10:10 

「我要通報」 

- 保產無憂方運用經驗分享及禁

忌與臺灣中藥不良反應通報 

賴榮年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部副院長 

10:10~10:30 
「中藥安全如何把關?」 

- 臺灣中藥品質管制 
張永勳 

中國醫藥大學 

中藥資源學系教授 

10:30~10:50 交流與經驗分享:馬來西亞雙威中醫中心陳詩欣藥師；問題與討論  

10:50~11:10 茶敘 

主持人開場：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賴榮年副院長、馬來西亞中醫總會郭偉康秘書長 

11:10~11:30 
用藥如用兵 

- 科學中藥與飲片煎劑差異 
林宏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內科主任 

11:30~11:45 
中藥科學化的軌跡 

- 臺灣中藥廠發展歷史與經驗 
蔡憲璋 

臺灣中藥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11:45~12:00 
中藥停看聽 

- GMP 藥廠品質管理(市場危機) 
江淑端 

莊松榮製藥有限公司 

研管部經理 

12:00~12:30 交流經驗與分享：馬來西亞中醫師公會郭偉康；問題與討論 



12:30~13:30 午餐休息(播放各參訪影片) 

 

 選修課程1：臨床設置規畫政策 

時間 交流演講主題 主講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主持人開場 

13:30~14:00 
中藥新藥開發模式 

- 以紅麴處方藥為例 
施純全 

義守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教授 

14:00~14:30 
中藥吃下肚，安全我來顧 

- 藥物安全性研究和相關發表 
林宜信 

慈濟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教授 

14:30~15:00 交流與經驗分享：待定;問題與討論 

15:00 ~ 第一天議程結束 

 

 時間：2020年10月3日下午 

 選修課程2：臨床照護與研究 

時間 交流演講主題 主講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主持人開場:越南中央傳統醫學醫院 Vu Nam 院長 

13:30~13:50 
中醫臨床試驗智慧與創新 

- 如何設計中醫臨床試驗 
顏宏融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副院長 

14:10~14:30 

中醫臨床試驗智慧與創新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藥研究中

心介紹 

顏宏融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 

副院長 

14:30~15:00 交流與經驗分享：越南中央傳統醫學醫院 Vu Nam 院長；問題與討論 

15:00~ 第一天議程結束 

 

 

 



 時間：2020年10月4日上午 

 核心課程3：中醫急重症臨床照護經驗與研究 

時間 交流演講主題 主講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主持人開場：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內科林宏任主任、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醫藥學系鄭建強教授 

8:40~9:00 
對「針」下藥 

- 針灸治療腦性麻痺兒童之臨床療效 
孫茂峰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院院長 

9:00~9:20 
中西醫聯手，搶救急重症 

- 中西醫整合腦中風照護經驗與研究 
李育臣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部 

針灸科主任 

9:20~9:40 

中西醫聯手，搶救急重症 

- 中西醫整合癌症治療照護經驗與研

究 

蘇珊玉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部 

婦科主任 

9:40~10:00 

中西醫聯手，搶救急重症 

- 中西醫整合急診照護經驗與研究 

(眩暈、耳鳴、疼痛) 

黃頌儼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中醫部主任 

10:00~10:30 交流討論及經驗分享：馬來西亞國家癌症中心張家玄主任；問題與討論 

10:30~10:50 茶敘 

 

 

 

 

 

 

 

 

 

 



 時間：2020年10月4日上午 

 選修課程3：繼續教育臨床訓練 

時間 交流演講主題 主講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主持人開場：馬來西亞南方大學鄭玉美校長 

10:50~11:10 
一位中醫師的養成 

- 臺灣中醫負責醫師教育制度規劃 
黃敬軒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傷科主任 

11:10~11:30 
一位中醫師的養成 

- 中醫教學醫院住院醫師制度 
蘇珊玉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婦科主任 

11:30~11:50 
一位中醫師的養成 

- 中醫專科醫師政策規劃 
林宏任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醫內科主任 

11:50~12:10 交流與經驗分享：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醫學院 林悅鴻院長；問題與討論 

12:10~12:30 閉幕與成果分享 

 

 選修課程 4：藥材品質與管理 

時間 交流演講主題 主講者 服務單位及職稱 

主持人開場：中國醫藥大學中藥資源學系張永勳教授、 

馬來西亞雙威中醫中心 林仁吉主任 

10:50~11:10 
嚴選道地藥材，遵古炮製 

- 影響療效的中藥炮製 
王靜瓊 

臺北醫學大學藥物科學 

學科教授 

11:10~11:30 
藥材保存停看聽 

- 臺灣中藥典之編修 
張永勳 

中國醫藥大學 

中藥資源學系教授 

11:30~11:50 
如何守護中藥 

- 臺灣中藥藥品管理相關法規 
李威著 

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常務理事 

11:50~12:10 交流與經驗分享：馬來西亞國家癌症中心主任張家玄；問題與討論 

12:10~12:30 閉幕與成果分享 

 



109年推動新南向傳統醫學人員 交流座談會 

 時間：2020 年 10 月 4 日下午 14:00 

 地點：主會場(視訊會議) 

 目的：洽談傳統醫學合作事宜 

 議題： 

1. 臺灣中藥濃縮製劑使用 

2. 傳統與現代化醫學整合發展現況及臨床治療與用藥經驗分享 

 主持人：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賴榮年副院長 

馬來西亞雙威中醫中心 林仁吉主任 

張仲景文教基金會 張閎運執行長 

馬來西亞順天堂藥廠 賴振鈞總經理 

 出席人員： 

馬來西亞國家癌症中心 張家玄主任 

馬來西亞順天堂藥廠 賴振鈞總經理 

馬來西亞雙威中醫中心 林仁吉主任 

馬來西亞中醫師公會 郭偉康秘書長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莊松榮藥廠 江淑端經理 

科達藥廠 

勝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港香蘭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張仲景文教基金會 張閎運執行長 

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李威著常務理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賴榮年副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西醫結合科 顏宏融主任 

 

 議程 

 

時間 討論議題 

14:00~14:30 議題討論 1：臺灣中藥濃縮製劑使用 

14:30~15:00 議題討論 2：傳統與現代化醫學整合發展現況及臨床治療與

用藥經驗分享 

15:00~15:30 綜合座談及合作洽談 

15:30~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