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醫期刊文獻選讀 

一、招生班別：中醫學系傳統中醫學碩士學分班 

二、課程簡介：  

課程簡介 中醫期刊文獻選讀是針對現代中醫研究的方向，課程內容包括研究設計、

方法、結果 

1.講授部分：以中、西醫結合的方式介紹西醫疾病，包括病因、病理、臨

床表現和預後，並融入中醫的各種證型，包括證型的形成和治療原則。 

2.報告部分：由研究生針對其研究相關主題由中國期刊網，或國內外中醫

相關文獻蒐集資料，經整理後報告研究的背景、方法、結果、討論及結果。

然後所有師生參與討論，並提出問題。和討論，讓研究生比較並瞭解中、

西醫之間的差異。 

This course of special lectures for Integrated Selective reading of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is to focus on the dir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the content of curriculum include design of study, method, results and 

discussion. Let graduate student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教學目標 中醫期刊文獻選讀的教學目標是訓練研究生如何掌握現代中醫研究的動

向，以及如何設計中醫專題研究。教學內容針對研究主題展開討論，包括

研究構想、研究設計、進行步驟和論文寫作等。中醫的自然整體觀念，有

異於現代醫學著重於微觀和科學驗證，因此兩者對疾病看法和研究的構思

不同。 

教學方法 □演講 □問答 □團體討論 ■分組討論 ■個案研討 ■示範 □研習會 

□角色扮演 □視聽教學 □腦力激盪 □活動教學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以專病為主題，由老師講授現代醫學及傳統醫學的異同點，並結合已

發表之實證研究文獻作為輔助教學，並要求學生於每次上課前收集資料，

進行資料討論，讓學生能有更廣的學習角度並建立中西醫結合思路。 

成績考核 評核方式：出席率及上課態度、報告內容和針對問題的回答。 

分數評比：出席率及上課態度（20%），報告內容（50%），問題回答（30%）。 

教科書 1.姚乃禮主編，中醫證候鑑別診斷學，第二版，2002 年 9 月第 2 版第 9 次

印刷，人民衛生出版社 

2.董厚吉 馬云濤編著，科學性針刺療法，第一版，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參考書(講

義) 

已發表之國際期刊文獻 

1.柴可夫主編，中醫基礎理論，第一版，2000 年 12 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人民衛生出版社 

2.王新華主編，中醫學基礎，第一版，2002 年 9 月第 8 次印刷，上海科學

技術出版社 

3.程爵棠、程功文編著，實用中醫臟腑辨證治療學，第一版，2000 年 2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學苑出版社 

4.中國期刊網 

教師簡介 楊賢鴻／長庚大學中醫學系傳統中醫學碩士班教授／陽明大學傳統醫學研

究所博士 

三、收費標準：每學分每人 2,500元，報名費每人 500元 

              (報名本所一門以上推廣學分班課程者只需繳交一次報名費) 

四、上課時間：110年 10月 01日起 隔週星期五 10:10~12:00 

五、上課地點：長庚大學第二醫學大樓四樓中醫學系傳統中醫學碩士班討論室 

六、授課大綱： 

週次 上課日期 
開始/結束

時間 

時

數 
授課大綱 授課教師 

1 110/10/01 10:10-12:00 2hr 

課程簡介 

Introduction 

過敏鼻炎及氣喘病中醫文獻探討-1 

(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about allergic rhinitis and 

asthma-I) 

楊賢鴻 

2 110/10/16 10:10-12:00 2hr 

過敏鼻炎及氣喘病中醫文獻探討

-2(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about allergic rhinitis and 

asthma-II) 

異位性皮膚炎及蕁麻疹中醫文獻

探討(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about atopic 

dermatitis and urticaria)  

楊賢鴻 

3 110/10/29 10:10-12:00 2hr 

腫瘤疾病中醫文獻探討(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about cancer diseases) 

楊賢鴻 



4 110/11/12 10:10-12:00 2hr 

關節疾病中醫文獻探討(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about joint diseases) 

楊賢鴻 

5 110/11/26 10:10-12:00 2hr 

婦科疾病中醫文獻探討

-1(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about gynecology-I) 

楊賢鴻 

6 110/12/10 10:10-12:00 2hr 

婦科疾病中醫文獻探討

-2(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Chinese

 medicine about gynecology-II) 

針灸、中醫理論、與疼痛治療文獻

討論

-1(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acupunc

ture,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ain-I) 

楊賢鴻 

7 110/12/24 10:10-12:00 2hr 

針灸、中醫理論、與疼痛治療文獻

討論

-2(Discuss the references of acupunc

ture,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pain-II) 

楊賢鴻 

8 111/01/07 10:10-12:00 2hr 

影響針刺臨床試驗的效應因素分

析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rapeutic effects evaluated in 

acupuncture clinical trials) 

楊賢鴻 

9 111/01/21 10:10-12:00 2hr 
分組討論及報告繳交 

期末考 Final exam 
楊賢鴻 

 

※以上師資與課程內容時間場地等僅供參考，若有異動以各系所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