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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醫學 VS 現代醫學

•現代醫學
• 強調實證依據
• 藥理機轉明確

•傳統醫學
• 千年的臨床經驗匯集
• 缺乏現代客觀性實驗方式的驗證
• 藥理機轉不明



為何中醫藥需要基礎或臨床試驗

•中醫治療的臨床療效再確認
•臨床治療適應症延伸的可能性
•近一步了解中藥的藥理作用機轉
•中醫藥交互作用的認知及了解



中醫藥研究型態-1

• Cell line study
• 中藥藥效成分篩檢
• 新藥開發

•世界性的研究
• 腫瘤疾病治療的需求
• 難治疾病治療的需求
• Psoriasis
• Alzheimer’s disease



中醫藥研究型態-2

• Animal model study
• 動物體內藥理機轉研究
• 毒副作用的了解

•缺點：無法等同人體內部實際的藥理作用或反應



中醫藥研究型態-3

•人體臨床試驗
• 最能夠直接表中藥對人體的影響，無論是正向或是負面的影響
• 門檻較高，困難度及技術性要求也較高
• 其成果對於臨床中藥使用的實用性較高



如何進行中醫藥的研究思路

•以過敏性鼻炎研究為例
• Unbalance of Yin Yang

Can it be corrected by Chinese medic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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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ment
• Decreased serum IgE and specific IgE level

• Increased IL-10 level
• Decreased IFN-g and IL-5 level
• IL-4, IL-13 level and phagocytosis of PMNs---NS

• The COX-2 mRNA expression of PMNs stimulated 
with LPS and IL-13 was abrogated after 3-month 
treatment with mixed herb formula in H-IgE group















Results

•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o support that XYS, when used singly, is 
beneficial in nasal allergic inflammation through enhancing IL-10 and 
IL-8 production. 



















Conclusion



中藥補氣複方治療氣虛型氣喘患者
之免疫調節與臨床療效研究

計畫主持人：楊賢鴻醫師
共同主持人：楊政達醫師、林鴻銓醫師、高定一醫師

楊晉瑋醫師、王品涵醫師

執行期限:自 2017年8月1日起至 2021年7月31日

如何設計中藥治療隨機雙盲臨床試驗



背景說明

•氣喘病在台灣的重要性
•中醫理論認為，疾病的治療原則為，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
因此，針對緩解期的氣喘患者，應該予以中藥補氣藥治療已改善
患者的過敏體質。

•臨床經驗告訴我們，中藥某補氣複方可能有效果。
•為了確認療效及藥理機轉的了解，針對特定中藥複方的臨床試驗
是有其必要性的。



研究目的

• 希望藉由隨機雙盲臨床試驗來檢視中藥補氣複方
對氣喘患者的療效，並提供實證數據以瞭解中藥
補氣複方對於過敏性氣喘之臨床療效與免疫調節
機轉影響。



研究設計

• 隨機雙盲試驗
• 實驗組60位及對照組60位（年齡介於20至65歲）
• 以膠囊方式給藥，一次服用8粒膠囊(一粒500mg)，一天服用三

次（即一天共12gm），對照組予以同樣外觀、數量的安慰劑膠
囊，治療時間為三個月。
• 一次發六週的藥(分成兩盒)，即發兩次藥(v1與v2)
• 在本研究的用藥期間內，在服藥前、服藥6週後、服藥12週後與

停藥一個月後回診，且每次回診要做抽血檢查，抽血每次30cc。



研究目標

• Aim 1 ：
• To assess the immune-modulation effects of qi-

tonifying regiment on allergic asthmatic patients in 
human clinical study 

• Aim 2 ：
• Identification the immune-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qi-tonifying regiment which 
ameliorates allergic asthma



Inclusion criteria

• 納入標準
1. 願意簽署書面受試者同意書
2. 穩定期氣喘患者（診斷依據：台灣氣喘診療指引【根據2009年GINA編修】
3. 患者須能配合正確執行肺功能(Spirometry)檢測
4. 年齡介於20至65歲



Exclusion criteria
• 排除標準
1. 正在使用下列西藥(包括口服、注射型類固醇或其他免疫

製劑等)或停藥未滿一個月者。
2. 正在發作感染疾病者，如肺炎、鼻竇炎、支氣管炎等。
3. 罹患失智症或其他精神疾病，致使無法配合填寫氣喘生

活品質量表(AQLQ)者。
4. 對中藥有過敏史或服藥順從性差或曾發生不良反應者。
5. 器官功能嚴重失常者，例如：心衰竭、肝衰竭、肝硬化、

腎衰竭(eGFR <60 mL/min/1.73  m2)者。



給藥方式

•醫師開處方單 7X-K002
•一次發六週需服的藥
•第一次發VISIT 1
•第二次發VISIT 2



中藥治療

• 藥物：由同一家GMP中藥藥廠提供同一批號之濃縮科學中
藥，以500mg/膠囊予以包裝。
• 劑量：依成人劑量單次劑量4gm，一日服用三次。
• 治療時間：三個月。
• 對照組藥物：請廠商製作外觀相同之對照組膠囊。實驗組

與對照組藥物請藥廠作隨機分派，委託本院中藥局依流水
號發藥，待試驗結束再請藥廠解碼。



檢測方法

• 肺功能(PEFR, FEV1/FVC%)檢測 :本研究的用藥期間內，在服藥前、服
藥6週後、服藥12週後共三次

• 抽血
1. 血液淋巴球比例與相關細胞激素於用中藥前、服藥1.5個月後及服藥3個

月後共3次檢測，每次抽血約20CC
2. 血液(CBC)、肝腎功能(BUN、Cr、ALT)、電解質(Na、K) 於用中藥前、

服藥1.5個月後及服藥3個月及停藥後1個月後共4次檢測，每次抽血約
10CC

註：血液淋巴球比例與相關細胞激素檢測包含過敏抗體IgE總量測定、CD4/CD8測定、並以免疫酵素分
析法（ELISA）測定細胞激素：IL-4, IL-10, IL-13, IL-17, IFN-γ、對嗜中性白血球活化相關媒介因子包括
IL-8、PGE2、LTC4、sICAM-1的濃度改變，並運用流式細胞儀(Flowcytometry)檢驗regulatory B 
(Breg)之數量變化



檢測方法
• 量表評估：

1. 氣喘控制量表(ACT)
2. 氣喘生活品質量表(AQLQ)

• 記錄
1. 吸入型類固醇與長效型支氣管擴張劑之使用劑量
2. 最近二個月因氣喘發作而至急診就診或須使用短效型支氣管擴張劑之次數

服藥前 服藥1.5個月後 服藥3個月後 停藥1個月後

抽血 30CC 30CC 30CC 10CC

肺功能檢測 V V V

量表評估 V V V V



藥品外觀
每個VISIT長24CM寬20.5CM(2合併排)高7CM



藥品盒上的資訊

•範例:



出貨單



給藥方式

•醫師開處方單 7X-E100
•一次發六週需服的藥(2盒=1PC)
•第一次發VISIT 1
•第二次發VISIT 2
•每次都要麻煩將藥盒子上貼紙右邊浮貼部分撕下，貼於給藥紀錄
黏貼單(如下)



給藥記錄黏貼單



受試者名冊



藥師給藥記錄



結語

•中藥複方臨床試驗的路途是坎坷艱辛的，但是當研究結果
有正向的發現時，其成果對於中藥的進一步認知與了解及
未來中醫師在臨床治療的使用上提供了寶貴且極其重要的
知識。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