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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信有幸於民國91至98年期間擔任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主任

委員，為建立中醫醫事人員臨床教學訓練各項制度，廣納各界高

見，與中醫醫學會與教學醫院共同推動建構中醫整體臨床教學體系架構。

自91年起逐年推動了「中醫臨床教學前導計畫」、「中醫臨床教學試辦計

畫」、「建構中醫整體臨床教學體系計畫」及「中醫臨床教學訓練計畫」

，並成立多家中醫臨床教學中心，建立中醫醫療照護模式，訂定臨床教學

訓練教材大綱，完成各項中醫醫事人員臨床訓練計畫。此外，為充實中醫

臨床教學內容，改善中醫臨床教學品質，更於95年起推動了「中醫臨床教

學訓練改善計畫」，落實中醫臨床診療訓練工作。這些工作已為建置中醫

醫事人員臨床教學環境奠定良好基礎。宜信為進一步提昇中醫師教學及學

術能力，更於95年起，敬請所有參與本計畫的指導醫師能將中醫臨床教學

資料加以整理，製作教學病案分析，並投稿國、內外醫學期刊。這幾年

來，在各位指導醫師的努力下，已完成上百篇中醫教學案例研析，作為各

醫院臨床訓練教材；另外，也有數十篇中英文其刊登於國、內外醫學雜

誌。

其間，在民國95年11月5日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成立。多年來，學

會在賴理事長鎮源兄等同道致力發揚下，大幅提昇了中醫師在皮膚科方

面之水準。而學會所設計一系列兼具理論與臨床實務的課程，舉辦皮膚科

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受到熱烈歡迎。對於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

務，更是成績斐然。宜信認為持續提昇中醫醫事人員執業素質，健全中醫

醫療機構發展，改善中醫教學及執業環境，促進中西醫學整合，讓全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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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均能得到更好的中醫醫療照護品質，是吾中醫同道共同的心願。而建立

模式、編寫教材及落實訓練則是根本工作。

欣聞中醫皮膚科臨床顯效醫案集錦在賴理事長鎮源及廖主編世輝醫

師及副主編黃碧松、翁瑞文、羅逸文、張牡蘭等多人的努力下即將出版發

行。本書匯集了106篇寶貴的案例，及多位醫學會理事長及資深中醫師的

專訪紀錄，這對於中醫皮膚科專業的傳承，十分珍貴。而內容實用，嘉惠

杏林，意義非凡。本書的出版對於中醫醫事人員臨床教學，進一步培育具

有全人醫療能力之中醫師，很有價值。承蒙鎮源兄及世輝兄之邀請，倍感

榮幸。謹以數語獻上最高的敬意與祝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兼所長 林宜信 謹識 

10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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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中醫療法及療效備受肯定，為了延長病人的生命，減輕病

人的痛苦，長期以來各醫療院所與醫師均致力於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台灣的氣候潮濕，易成為細菌生長的溫床，所以台灣的民眾亦常受皮

膚病的困擾，有鑑於此，賴鎮源醫師於民國95年11月5日成立台灣中醫皮
膚科醫學會，6年來勠力發揚中醫皮膚科醫學，提昇醫師在皮膚科方面之
水準，並設計一系列兼具理論與臨床實務的課程，大大提昇中醫師在皮膚

科之醫學專業素養，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為提升臨床醫師之診斷及辨別能力，使中醫藥之效能發揮到極致，於

近期內編撰「中醫皮膚科臨床顯效醫案集錦」乙書，希望同道們能藉由此

書的出版來達到資訊交流，經驗分享的參考。

本書在廖世輝主編的精心規劃，副主編黃碧松、翁瑞文、羅逸文、張

牡蘭等的努力，及各道長們踴躍投稿無私的奉獻下集結成冊，內容分為十

二章節有：痤瘡、脫髮禿髮、乾癬、皮膚癬菌病（汗斑）、皮炎及皮膚炎

症、斑症、癢疹及皮膚癢、濕疹及接觸性皮膚炎、蕁麻疹及皮膚過敏、帶

狀疱疹及疱疹、癰瘡疽疾患及蜂窩性組織炎、其他皮膚疾患等皮膚專業領

域。本書內容豐富多樣，篇篇精采，對於臨床常見的顯效案例，匯整寶貴

的診療經驗，提供醫界參考，裨益中醫醫療服務品質，誠難能可貴。

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孫茂峰 理事長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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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5年11月5日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成立，6

年來學會致力發揚中醫皮膚科醫學，提昇醫師

在皮膚科方面之水準，特地設計一系列兼具理論與臨

床實務的課程，98年及101年分別舉辦皮膚科專科醫師

訓練課程，特聘國內中醫皮膚科資深的醫師來授課，

場場爆滿受到學員熱烈歡迎，學習效果豐碩，成績斐

然；全程參與的學員，經評審合格，授予中醫皮膚專

科醫師證書；大大提昇中醫師在皮膚科之醫學專業素養，為社會大眾提供

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皮膚為臟腑之榮，把皮膚病醫好，臟腑也跟著改善。皮膚是人體最

大的器官，覆蓋於人體全身，是保護全身的最外層的組織，中醫學將皮膚

疾病歸於外科範疇，許多有關病證在最早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中已有

記載。東晉六朝時期出現了外科專書《劉涓子鬼遺方》，後經歷代不斷總

結充實，使中醫外科學理論與臨床成為自成體系的專門學科，創立了大量

行之有效的理、法、方、藥及各種治療技術。即使在皮膚病學已發展到細

胞、分子水平的今天，中醫中藥仍然不失其自身的優勢，其豐富的治療方

法及經驗至今仍在皮膚病治療的臨床中發揮作用。

中醫很早就已重視對皮膚病的防治，也是中華民族長期實踐的經驗醫

學，歷代醫家在治療皮膚病的過程中，無論是內服藥或外治法，都有突破

性和創造性的貢獻，不僅形成獨特完整的醫學理論，更因不斷與現代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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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和更新，始成就新的中醫醫學體系，臨床醫師診療有效病案的記錄與傳

習，他所代表的不僅是中醫存在的價值，同時也是驗證中醫理論最有力的

證據，本會在常務理事也是中醫癌症醫學會理事長廖世輝醫師的精心規劃

下，一年來鼓勵前輩道長們踴躍投稿，用心良苦讓每位醫師將自己平日臨

床在皮膚科內外用藥之處方、醫案，依理法方藥，診治思維的架構公諸會

員，豐富了本書的價值。

本書在主編廖世輝醫師一年來不眠不休及副主編黃碧松、翁瑞文、羅

逸文、張牡蘭等的努力下，共匯集全國106篇皮膚專業領域臨床醫師寶貴

的案例，承同道無私的奉獻，提供寶貴的經驗，及各醫學會理事長及資深

中醫專訪紀錄，群策群力，一起為中醫永續發展而努力貢獻，這些珍貴的

皮膚科醫案的傳承，即將於101年會員大會前出版發行，內容實用，嘉惠

杏林，意義非凡，在此鎮源致上最深切的感謝。

理事長 賴鎮源 

101年11月

2012.10.31  定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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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編的話

中醫皮膚病學的發展已有三千年的歷史，古聖先賢

在治療皮膚病的搏鬥過中，無論是內服藥或外治

法（如針灸、瀉血法、薰法、引流法、外用藥…等）歷

代皆有突破性和創造性的貢獻，因此累積了很豐富的

寶貴經驗，進而維繫了炎黃子民的健康至今。

中醫界賢達賴鎮源醫師，有鑒於現今中醫皮膚科的

發展，似有日漸式微之虞，民眾遇有皮膚病，動輒求助於西醫的類固醇、

抗生素，而忽視了先人留下的寶貴人體實證經驗與智慧之結晶，殊屬可

惜，故於2006年發起創立了「台灣中醫皮膚科醫學會」，期盼負起承先啟

後的重責大任，致力於發揚中醫皮膚科的診療精髓，以照護全民的健康。

旋又於2011年12月29日「中醫皮膚科醫學會」理監事會議，倡議編撰

一部「中醫皮膚科臨床參考書」，以期成為臨床醫師值得參考的「中醫皮

膚科臨症醫典」以提昇臨床醫師的執業能力，使中醫藥之療效能發揮到極

致，立即獲得在場31位理監事的共鳴，並一致推舉拙才擔任本書之主編，

深感惶恐，自忖當克盡所能，全力以赴，始不有愧。

故於2012年2月10日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議」，成立「編輯委員會」

，經熱烈討論後，議決書名定為「中醫皮膚科內外用藥顯效醫案集錦」，

文章架構定為四段式：「前言、案例、診療經過及追蹤報告與診治思維」

，並徵求「徵稿範例」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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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3月23日召開第三次「編輯會議」，審查由後學世輝撰擬

的「徵稿啟事」及與瑞文醫師二人撰寫的二篇「徵稿範例」，獲得一致

認同，旋於次日將「徵稿啟事」合併二篇「徵稿範例」行文給全國的中醫

師，正式啟動「徵稿事宜」，預定徵求100篇稿件，以全彩、精裝、雪銅紙

的方式，印刷1500本，俾於11月11日會員大會時，贈送給全體會員及貴賓。

於2012年5月4日召開第四次「編輯會議」，因只徵得15篇稿件，故請

編輯委員積極邀稿，決定再度行文給全國中醫師，進行第二次徵稿。

於2012年6月29日召開第五次「編輯會議」，因只徵得20篇稿件，有

鑒於反應冷淡，著實令後學心慌，故鼓勵全體編輯委員，再接再厲，切勿

氣餒，認真邀稿。

於2012年8月1日召開第六次「編輯會議」，並進行審稿、校稿，因只

徵得30篇稿件，故會中決議第三次行文給全國中醫師，再度積極邀稿。

於2012年9月23日召開第七次「編輯會議」，進行審稿、校稿，因已

徵得50篇稿件，信心大增，故再度第四次行文給北部七縣市的中醫師，進

行最後衝刺。因原來書名太冗長，故會中決定將原書名修改為「中醫皮膚

科臨床顯效醫案集錦」，以利邀稿。

於2012年10月7日召開第八次「編輯會議」，因已徵得75篇稿件，故

全體編輯委員信心已得到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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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於2012年10月24日召開九次「編輯會議」，進行審稿、校稿，因已徵

得90篇稿件，猶如吃下「定心丸」，全體編輯委員雀躍不已，故要求再奮

力一搏。會中決定全書共分12章，加附錄「中醫皮膚科名醫專訪篇」，章

次排序原則為由頭到足，由乾到濕到化膿到潰瘍，故依序為痤瘡→脫髮、

禿髮→乾癬…濕疹…疱疹…癰疽發疔瘡…附錄，準此原則，開始編目錄。

於2012年10月25日委託「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總幹事洪淑蘂小姐，函

送「國立中央圖書館」申請ISBN並獲通過。

於2012年10月31日召開第十次「編輯會議」，進行最後定稿，共徵得

106篇稿件，完成率106%，決定於11月2日付梓，11月9日交書。

本書雖經全體「編輯委員」歷十次反覆交叉認真校稿及編排，然錯誤

之處仍在所難免，尚祈各方賢達，不吝指正是所至盼。

本書之所以能快速順利付梓，必須歸功於賴理事長鎮源醫師全方位的

積極推動，大展其領導才華，帶領我們努力一起打拼；與洪淑蘂小姐的熱

心傾力協助；及理念一致，奮戰不懈的高效率「編輯團隊」如：才華洋溢

的副主編翁瑞文博士、學富五車的副主編-黃碧松教授，文武雙全的執行

編輯-羅逸文醫師，熱心努力、文思細密的張牡蘭醫師，暨全體20位勞苦

功高的「編輯委員」，默默耕耘、無怨無悔的犧牲奉獻而以致之，在此一

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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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必須一提的是，中醫皮膚科名醫：陳旺全博士（日本大學醫學博

士），黃碧松博士、顧明津博士（國科生技董事長），鄭歲宗老國醫，董

延齡老國醫，蘇三稜博士，魏國平老國醫等七位中醫賢達，我們由衷的感

謝與感動，他們對中醫的熱心與付出，在忙碌看診了一整天之後，還樂意

撥空於深夜子時，接受我們編輯委員的採訪，貢獻畢生所學，將其寶貴的

臨床經驗，毫無藏私的講解，嘉惠後學，其熱誠委實令我們敬仰。

後學世輝在此亦非常感謝55位（106篇）投稿的醫師賢達們，在毫無

稿酬的情形下，仍然樂意犧牲休息的時間，於百忙之中，抽空揮筆，奉獻

其寶貴的臨床心得，與同道們進行「資訊交流，經驗分享」此種大功德，

令我們肅然起敬，謹此向各位投稿的醫師賢達大德們，再次說聲「謝謝！

感恩啦！」

主編 廖世輝 謹識 

2012年10月31日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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